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陈学桦 任国战 董
学彦 张建新 杨晓东 何可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杨之甜 郑伟伟）10月 25日，党的十九大
胜利闭幕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产生的喜讯传
遍中原大地，全省上下倍感振奋，一片欢腾。各
地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坚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
导集体，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继续奋斗。

郑州市

郑州市干部群众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
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
话，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党和人民的
责任担当，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巩义市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副主任王跃举
说，作为全省首批产业集聚区，我们一定要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关于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决策部署，坚持以高端化、终端化、差
异化发展为方向，建设好具有国际水平的铝精
深加工基地，争当转型升级示范区。

河南海力特集团董事长许智远表示，将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把创新摆在发展的核
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为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郑州市惠济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局长李海亮
说，作为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要
学在前、悟在前，不断增强和坚持“四个意识”，切
实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

安阳市

安阳市干部群众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描
绘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新一届中央
领导集体的庄严承诺，为今后指明了前进方向，
为改革与发展增添了新的强大动力。

汤阴县委书记宋庆林说：“建设自信自豪幸
福汤阴，是新时代赋予汤阴50万党员干部群众
的新使命。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际
行动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打造城乡融合新都市区，让群众在共建共享中
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林州市国税局局长裴社奇说，要深入领会
党的十九大精神实质，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
决策部署上来，把税收工作与红旗渠精神紧密结
合，打造一支敢打善拼、作风顽强的国税队伍。

焦作市

焦作市干部群众表示，一定要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
力奋斗。

“跟党走，有奔头！”孟州市西虢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李珂高兴地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乡村
振兴战略上升到国家层面，为基层干部增添了
信心。西虢镇作为全省百强乡镇，下一步将以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统筹做好农业农村、脱
贫攻坚、环境保护与工业发展等各项工作，让群
众有更多获得感。

龙蟒佰利联集团总裁助理陈建立表示，集团
坚持绿色发展战略，近几年通过技术升级实现了企
业的清洁生产，以后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继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努力实现企业的
绿色健康发展，为振兴民族钛产业贡献力量。

许昌市

许昌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牢
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
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服从党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统一思
想，奋发进取、开拓创新，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
在许昌落地生根。

大家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以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指引，坚定跟党走的信心，以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的精神，团结拼搏，砥砺奋进，为加快
建设“实力许昌活力许昌魅力许昌”、率先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平顶山市

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十九届一中全会选
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平顶山广大干
群欢欣鼓舞。大家一致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埋
头苦干，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

宝丰县县长许红兵说：“我们将通过开展
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统一思想、
强化共识、增强信心，切实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落
实到脱贫攻坚、干部作风转变、民生改善等重点
工作上来。”

郏县县长丁国浩说：“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奋发有为，统筹推进脱贫攻坚和环境治理
攻坚战，抓好百城建设提质等重点工作，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

鹤壁市

鹤壁市广大干部群众一致认为，党的十九大
是一次继往开来的盛会，是一次在思想上、政治
上、组织上和理论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大
会。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充分反映了全党和全国
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大家坚决拥护。

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
精神上来，团结进取、奋力拼搏，努力实现各
项事业发展新跨越，为建设生态文明、活力特
色、幸福和谐的“品质三城”作出应有的贡
献。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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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党的十九大胜利闭
幕，十九届一中全会10月25日选举产生了新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在郑州的省领导分别与省
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干部职
工一起，满怀欣喜和期待之情，收看了新一届
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的电视直播。
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坚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推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河南落地生
根，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
中贡献河南力量。

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需要有坚强的领
导核心和领航人。我省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

示，十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同志为中共
中央总书记，是民心所向、党心所向，代表了全
国 8900多万名共产党员的共同心声。要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加扎实
地把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
者见面时的讲话，让广大干部职工深感振奋、充
满激情。大家认为，讲话指出了未来五年重要
的时间节点，清晰勾勒出新一届党中央的工作
坐标，发出了“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
为”的政治宣言。讲话宣告的我党未来规划，让
一个更显壮志雄心的中国、一个更为成熟自信

的大党，展现在世人眼前，非常鼓舞人心、催人
奋进。

接续奋斗，才能实现伟大目标。省委、省人大
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干部职工纷纷表
示，河南正处在蓄势崛起、加快发展的关键时
期。党的十九大为河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
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
南。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发展的殷
切期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开拓创
新，争做新时代的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为决
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出新的贡献。③4

在郑省领导和机关干部职工表示坚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贡献河南力量

全省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纷纷表示

坚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续奋斗

10月24日，南阳市解放广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来自社区志愿者协会爱心艺术团的400余名成员在表演文艺节目，以此庆祝党的十九大
胜利闭幕。⑨6 陈晓文 摄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 冯芸 陈小平 刘一宁
高超 周青莎 李凤虎 卢松 孙欣 尹江勇 史晓
琪 周晓荷 温小娟 王平 杨万东 李悦 黄晖）10
月 25日，我省省直单位干部职工怀着激动的心
情，收听收看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
见面会实况直播。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新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省纪委机关党员干部一致表示，要把认真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带头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深入推
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持之以恒正风肃
纪，巩固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要坚
持全面提高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建设一支让党放
心、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队伍，用全面从严治党新成
果检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实际成效。

省委办公厅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重
要讲话，充分体现了真挚的为民情怀、强烈的历史
担当，给人以进取的无穷力量、必胜的坚定信心。
大家纷纷表示，要进一步强化“四个意识”，坚决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三
服务”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充分发挥省委坚强前
哨和巩固后院作用，以实际行动推动党的十九大
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省委组织部机关干部职工一致表示，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顺利产生，顺
应了历史需要，体现了全党意愿，反映了人民期
盼。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
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中华号”巨轮定会破浪远
航，“中国梦”这一宏伟目标定会实现。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扎实做好组织
工作，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决胜
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省委宣传部机关干部职工认为，新一届中央领
导集体一定能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继往开来，开拓
创新，在新时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不懈奋斗。大家一致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
十九大精神上来。要恪尽职守、勤勉敬业，锐意进
取、埋头苦干，不断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省委统战部机关干部职工一致表示，新一届
中央领导集体的产生，体现了全党意志，反映了人
民心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定会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圆满完成党的十九大确定
的各项目标任务。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引导
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汇聚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省委政法委机关全体党员干部一致表示，
坚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党
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依法治省全过程和各方面，贯彻落实到政法工作实践中去，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深入实践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积极应对新问题、
新挑战，为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现代化新河南、让中原更加出彩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省委政研室干部职工纷纷表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使我们党团结一致、实现民族复
兴有稳固政治基础和可靠政治保证。我们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更加坚定自觉地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和党中央权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撸起袖子加油干，为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现代化新河南、谱写
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作出积极贡献。

省委省直工委党员干部一致表示，要深刻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
论断，深刻学习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特点，深刻学习领会分两步走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深刻学习领会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以全省机关党的工作新成效新贡献新发展，为中
原更加出彩提供坚强的思想和组织保证。

省总工会机关党员干部表示，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牢把握工会工作
正确政治方向，持续深化职工政治思想引领；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团结动员广大
职工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建功立业；扎实做好维权服务各项工作，积极
稳妥推进工会改革创新，全面提升联系服务职工群众的能力水平，不断提升工会组织的创造
力凝聚力战斗力。

团省委机关党员干部一致表示，要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扎实推进改革攻坚、从严治团等各项工作，激励全省广大青年树立新思想、
牢记新使命、锤炼新本领、展现新作为，做新时代的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

省妇联机关党员干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深化实施“巧媳妇”工程、阳光母亲计划助力脱
贫攻坚，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扎实推进妇联改革，团结引领广大妇女听党话、跟党走。

省高级人民法院机关全体干警一致表示，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在司法工
作中不折不扣贯彻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坚决履行好人民法院在法治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使命。

省人民检察院机关干警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形，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投身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
实践，忠诚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确保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省公安厅机关党员干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用党的创新
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立足本职，以更加强烈的担当精神，全力以赴做好维护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各项工作。

省民政厅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实施精准救助，发挥兜底保障作用，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进一步完善社
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军民融合等政策体系；坚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城乡社区治理。

省司法厅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毫不动摇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重要职能作用，全面推进公
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统筹推进司法行政改革。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委党校、省社科院、省社科联等单位干部职工纷
纷表示，要自觉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切实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努力找准新时代的工作坐标，立足本
职，开拓创新，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现代化新河南、让中原更加出彩作出应有贡献。

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省文化厅、省卫计委、省体育局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带领亿万人民、
领航民族复兴伟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
有新作为，我们将坚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埋头苦干、砥砺奋进，为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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