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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香四溢的荷塘、古色古香的街
巷……走进台前县侯庙镇许集村，眼前
是一派迷人的乡村风光。

“要想火车跑得快，关键得靠车头
带。自从许延随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
俺村一年一变，十里八乡群众都来俺村
参观旅游。”7月26日，村民许庆红高兴
地告诉记者。

然而，“脏乱差”曾经是许集村的代
名词。

2014年 10月，许集村“两委”换届
选举，在外经商的许延随应村里党员群
众的强烈要求，回村参选并高票当选村
党支部书记。

没有村“两委”办公场所，许延随把
自家老房子腾出来当村室，召集党员干
部和群众代表开会，制定村里的发展路
线图，通过“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让群
众心里亮堂堂。

第二年，许延随积极争取和多方筹措
资金100余万元，拓宽村内主要道路，打
通所有断头路，建成1300余米的环村路；
成立专业合作社，流转了村里的所有土
地，发展莲藕种植、苗圃种植、“边角”经济
等观光农业；规划建设新村住宅楼，建起
高标准的文化活动广场……

又一年，许延随带领村“两委”乘胜
前进，以建设绿色风情小镇为抓手，对
村内基础设施进行高标准提升，建设千
米文化长廊，用磨盘、石滚、草编、古井

等农耕文化符号点缀，展现丰富多彩的
文化内涵。许延随又自己垫资建起党群
服务中心，中心内便民服务室、党群活动
室、文化书屋、卫生室等一应俱全，打通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要想富，上项目。除了流转土地发
展农业项目外，许延随和村“两委”班子
成员带领群众改扩建原有企业，引进新
的致富项目，家具加工厂、厨房电器厂、
山鸡养殖场等项目先后落户，有效解决
了本村及周边200多人的就业问题，实

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的目标。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是干好工

作的关键。”许延随深有感触地表示，
“只有公开、公平、公正，真正让群众做
主，激发群众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才
能把村里的事儿办好。”

眼下，许延随正带领乡亲们全力打
造绿色风情旅游小镇，小桥流水、鸟语
花香、荷塘月色、千年古庙……“咱们的
家将越变越美丽！”这是许延随对乡亲
们的承诺。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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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冯芸 徐建
勋）7 月 30 日 ，清 华 大 学 经 管
EMBA名师管理论坛暨中原企业
家大讲堂在郑州举行。省委常
委、组织部长孔昌生出席并致辞，
省政协副主席梁静出席。

此次活动由清华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 EMBA 中心、省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清华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高等教育中心联合主
办。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
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
稻葵教授以“经济新走向与中原
新机遇”为主题，深入解读未来五
年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深度探讨
中原地区经济发展新机遇和企业
增长新动能。

孔昌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
活动的举办表示祝贺。他说，当
前，河南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着眼
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大力实
施“三区一群”国家战略规划，致
力建设经济强省、打造“三个高
地”、实现“三大提升”，迫切需要
大批高素质企业家人才和各方面
的专业人才。此次活动为提升人
才素质、促进事业发展，提供了有
益思路和宝贵借鉴，要把学习、思
考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把
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
行动。

孔昌生说，清华大学作为我国
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建校百余年
来，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学术大师、
兴业英才、治国人才。希望清华大
学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发展，加
强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移、人才交
流、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战略合作，
助力河南创新发展。③5

本报讯 7月 30日，记者获悉，
省“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通报了一批“新闻四假”典型案件和
打击“黑广播”情况。

今年以来，为打击“新闻四假”、
净化舆论环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省“扫黄打
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7部门
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打击“新闻四
假”联动机制的实施意见》；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召开会议，对打击“新闻
四假”、净化舆论环境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通过查处一批、通报一批、
曝光一批“新闻四假”违法违规行
为，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
好舆论环境。

这次通报的6起“新闻四假”案
件是：驻马店市王某等两人在济源
市假冒记者敲诈勒索案、商丘市梁
园区张某某假冒记者敲诈勒索案、
商丘市睢阳区李某某假冒记者敲诈

勒索案、鹿邑县胡某等3人在柘城
县假冒记者敲诈勒索案、郸城县陈
某某等4人假冒记者敲诈勒索案、
郑州市张某某假冒记者发布虚假信
息案。同时通报了濮阳市打掉3个

“黑广播”窝点的情况。
据介绍，截至目前，全省各地

“扫黄打非”部门联合公安机关等，
在开展打击“新闻四假”、治理“黑广
播”和“秋风2017”专项行动中，已
查办各类案件105起，有效净化了
全省舆论环境。

为彻底打击“新闻四假”，净化
舆论环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和省

“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还公布了举报电话受理举报。如
果您发现有涉及“新闻四假”的行
为，可拨打电话0371—65887583、
69129682(工作日)，0371—65721344
(节假日)进行举报。③3

（本报记者）

省“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通报一批“新闻四假”案件
和打击“黑广播”情况

清华大学经管EMBA名师管理论坛
暨中原企业家大讲堂举行
孔昌生致辞

□人民日报评论员

善于在重要历史关头统一思想、凝聚

力量，是我们党推进事业发展的重要经

验。

7月26日至27日，党中央举办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

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发表了重要讲

话。讲话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深刻洞

察和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当代中国现实，

深刻阐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

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深刻阐述了新的历

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阐明

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

政方针和行动纲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

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

对于团结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

取、开拓创新，满怀信心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而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

大会，承担着谋划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

大任务，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

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

光辉，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前瞻

性、指导性，为开好党的十九大奠定了

重要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理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具有重大的

政治意义，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

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的

政治宣示，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激励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政治动

员。讲话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思想

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理论创新

成果。讲话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科学把

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明确

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战略部

署、大政方针，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实

践新发展、夺取事业新胜利的行动指南。

有些镜头，将永远镌刻在人们的记忆

中：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

率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

面时讲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

一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是“紧紧围绕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八大精神”。之后不久，总书记又

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到

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指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五年过去了，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

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

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的发展阶段。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党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忘初心、继往开

来，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当前，要把学习

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7·26”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全党全国的重要政治

任务，紧密联系党中央治国理政新实践，

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入领会

讲话的丰富内容、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抓

好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忘初心继往开来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
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
严承诺。”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话
语坚定、铿锵。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新的历史条
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
反响。

回望党的十八大以来很不平
凡的5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
急、解群众之所困，始终把改善人
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置于重中之
重位置。

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大化瑶族
自治县县委书记杨龙文说，这一轮
脱贫攻坚战使大化这个“苦甲天
下”的贫困地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
发展机遇。“我们要以不达目的决
不收兵的决心和干劲真抓实干，把
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和中央的决
策部署落到实处。”“我们现在有收
入，孩子们有学上，请总书记放
心。”46岁的西藏拉萨市城关区夺
底乡维巴村村民达娃坐在家中小
院里笑着说：“有党的好政策，现在
生活变化太大了！我常跟孩子们
说，毕业后要好好工作，做对党和
国家有用的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
指出，“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
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
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

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
特点”。

“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满足于现
在取得的一些成绩，要及时跟进，
不断顺应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期
待，不断增强改革发展的实效。”海
南省政务中心审改处处长洪毅
说。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贵州省仁怀市长岗镇蔺
田村党支部书记蔡启静对全面从
严治党深有体会。蔡启静说，基层
干部有信心决心，群众有冲劲干
劲，蔺田村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
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
发出动员令：“2020年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后，我们要激励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而努力，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让中华民族以更加
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县委副书
记杨海林说，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就要认识到脱贫
只是第一步目标，富民才是更高追
求。实现现行标准下的脱贫摘帽
后，让群众的“钱袋子”满起来，生
活富起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而努力。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
授邹薇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不仅回顾了光辉的奋斗历程，更
指明了未来的前进方向。“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满怀期待，
充满信心。”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田宜龙 李虎
成 赵同增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松
战）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
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在我省各地干
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郑州市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
措，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进一系
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
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
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从9
个方面概括了5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

的历史性变革，极大振奋了广大人民群众
继续砥砺奋进的信心。大家表示，要把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学习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系列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结合起来，
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紧密结合郑州实际，全力以赴推进各项
工作，努力以更加良好的精神面貌和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新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洛阳市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一致认为，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新的历史条

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
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今后工作
中，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精神，用来武装头脑、统一思
想、凝聚力量，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
懈奋斗，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引
领，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认真落实洛阳发展
新的战略定位，积极推进“9+2”工作布局
和60个重大专项，统筹处理好稳增长和
调结构、扩需求和促转型、抓改革和防风
险、促发展和惠民生、谋长远和抓即期之
间的关系，保持头脑清醒、信心坚定，强
化举措、扬长避短，不断巩固来之不易的

好局面、好态势。
新乡市第一时间组织广大党员干部

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渠道深入学习领
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并由各
级党组织牵头展开形式多样的学习体
会、讨论活动，把学习不断向纵深推
进。经过学习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
涵丰富，彰显了非凡的智慧，蕴含着干
事创业的“成功密码”。当前新乡正处
于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头”，需要深入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内涵，
用来指导新乡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补
短板、强弱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更上
一层楼。③6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干部群众
中引起强烈反响

凝聚强大力量 继续砥砺前行

决胜全面小康
不负人民期待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
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在基层
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7月26日,在社旗县赊店镇文化广场，30多名青少年用小提琴合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等歌曲，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⑨7 郭建刚 摄奏响军歌迎“八一”

“两学一做”·榜样

村里的事儿群众来做主
——记台前县侯庙镇许集村党支部书记许延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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