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10月 29日，省
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扩大会议，传达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刘春良主持会议，副主任刘满
仓、蒋笃运、王保存、段喜中和秘书长丁巍
出席会议。

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后，与会同志
进行了研讨交流。大家认为，党的十九大是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大会。习近平同志所作的报告，是
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
纲领。大家表示，要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
议要求，把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

为头等大事和首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十九大精神上来，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人大工作，在
新时代里展示新气象、实现新作为。

会议强调，一要充分认识党的十九大的
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大具有开创性、里程碑
和划时代意义。要坚定树牢“四个意识”，坚
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和党中央权
威，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十九大
报告指引的方向前进。二要深刻领会党的
十九大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牢牢把握新
时代的新论断、新特点、新目标、新要求，深
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推动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我省的
贯彻落实。三要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机关党组和委员会分党组要加强组织领导，
更加自觉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
维护党章，把学习十九大精神与“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真正在学懂、
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四要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引领做好当前工作。把学习成效体现
在加强人大机关党的建设和改进人大工作
的各个方面，贯穿到立法、监督、决定、任免
和代表等工作的全过程，以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为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③6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10月 28日，省
委政法委召开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大会，传
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就学习宣传贯彻
工作进行安排。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许甘露出席并讲话。

许甘露指出，党的十九大是在我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大会，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史上
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
报告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是指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向新时代、开启新征
程、续写新篇章的总纲领、总部署、总动员。

许甘露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坚定“四个自
信”，增强用以引领方向指导实践的自觉性、
坚定性，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责任
感、使命感和服务中心、促进发展、维护国家
长治久安的改革意识、创新意识，增强工作针
对性、实效性和党的建设的科学性、时代性。

许甘露要求，要遵照党的十九大战略

部署，担负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捍卫者的职责使命。要增强“四
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权威，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自觉将政法工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要保持政治定力，强化政治担当，突出政治
统领，加强政法队伍的政治、思想、本领和
纪律作风建设。要加强组织领导，迅速掀
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高潮，精
心组织实施，坚持领导带头，搞好工作谋
划，推动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全省
政法战线全面贯彻落实。③5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10月 28日，洛
阳市领导干部会议召开，传达党的十九大、
十九届一中全会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主要精神，进一步部署十九大精神学习宣
传贯彻工作。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
亚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和
头等大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科学指引，切实把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九大精神上
来，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
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确保十九大

精神在洛阳落地生根、形成生动实践。
李亚指出，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
的大会，在党和国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
程碑意义，必将永载史册。十九大和十九
届一中全会的选举结果，进一步确立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形
成了一个政治坚定、团结统一、坚强有力、
奋发有为的中央领导集体，体现了全党意
志，代表了人民意愿。我们坚决拥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不移地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

李亚强调，要深刻领会精髓要义，自觉
用十九大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统揽全
局、谋划工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认真做好当前工
作，聚精会神完成全年目标，接天立地谋划
明年工作，坚定不移抓好重点任务，以实际
行动把十九大精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
好、落实好，全面推进十九大精神在洛阳落
地生根，奋力谱写洛阳发展新篇章。③6

李亚在洛阳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推动十九大精神在洛阳落地生根形成生动实践

省委政法委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许甘露强调

担负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捍卫者的职责使命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九大精神上来
推动人大工作展示新气象实现新作为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10月 28日，第四届中
原（鹤壁）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鹤壁市鹿台阁广
场隆重开幕。本届文博会以“交易、交流、交融”为
主题，立足中原、面向全国，集中展示中原文化特
质和地方特色文化。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
出席开幕式。

本届文博会设A、B、C、D四个展区。A区为
形象展示区，设在鹿台阁一楼，举办中原经济区晋
冀鲁豫24个省辖市和河南省10个直管县（市）形
象展以及国际陶瓷展、河南工艺美术精品展、非物
质文化精品展等。B 区为文化产业特色主题展
区，设在鹿台阁二楼和三楼。其中二楼设澳门非
遗展区、哈密市伊州工美展区、文化创意体验馆
等，三楼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数字化交易产品及

图书展区。C区为文化产品交易展区，设在鹿台
阁广场，重点展示各地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地
方特色的文化精品，包括民俗文化产品、工艺美术
品、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收藏艺术品、体育户外
产品、文化创意产品等。D区为鹤壁文化产品展
示区，设在鹤壁市朝歌里文化风情街，重点展示该
市各县区具有代表性的民间工艺品和工艺美术
品。

本届文博会由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
会期将持续至11月 1日。文博会期间，中原陶瓷
展暨国际陶瓷文化创新交流展、河南工艺美术·中
原锦绣产业展、首届创意设计大赛精品展等也将
在此举行。③6

本报讯（记者 冯芸）10 月 28日正值重阳佳
节，全省离退休干部“不忘红色初心·助力出彩中
原”书画摄影展在省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幕。省委
常委、组织部长孔昌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十二
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省老干部大
学第一副校长孔玉芳，省级老领导马宪章、张以
祥、郭国三、王明义、李柏拴、张程锋、王平、张大
卫、邓永俭等出席。

孔昌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离退休干部致
以节日问候，并传达了省委书记谢伏瞻对本次活动
的指示精神，肯定了全省各级老干部工作部门为“喝
彩十八大、献礼十九大”付出的努力。他说，在这迈
进新时代、贯彻新思想、开启新征程的大背景下，省
委老干部局、省文联联合举办这次书画摄影展，充分

表达了全省离退休干部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的衷心拥护，展示了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精神
追求和不忘初心、永葆本色的可贵品质。

孔昌生说，新时代意味着新起点新要求，新时
代呼唤着新气象新作为。当前，全省党员干部正
在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以新的精神状态和
奋斗姿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河南而努力奋斗。希望全省广大老同志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参与、担当作为，为谱写新
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今年6月以来，省委老干部局、省文联组织开
展了“不忘红色初心·助力出彩中原”书画摄影大
赛。全省5万多名老同志参与，参赛作品达3300
多幅，经评审后有近300幅作品获奖。③6

□本报记者 陈辉 樊霞

随着转型发展攻坚战全面展开，全省工业经
济总体呈现“稳中趋缓、缓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今年前三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8.1%，高出全国1.4个百分点，居全国第11位、
中部六省第3位。其中，五大主导产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及高技术产业较快增长，能源原材料行业
效益恢复性改善，转型发展成效初步显现。

工业生产缓中有进 企业效益有所改善

统计数字显示，1至 9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仍居全国五个工业大省
第 1位。PMI均值、工业用电总量均较去年同期
回升不少。1至 8月全省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5.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4%；实现利润
3602.74亿元，同比增长 12.9%，六成行业利润总
额增速同比加快。

其中，得益于国企改革攻坚化解过剩产能、环
境治理攻坚清理“散乱污”企业，过剩产能、低端产
能加快出清，能源原材料价格回升、企业效益有所
好转。1至 8月全省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利润
80.46亿元，较去年同期扭亏增盈90.55亿元；有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66.8%、34%、22.6%、
9.3%。工业增值税增长转好，1至9月全省工业完
成增值税同比增长20.3%。

“今年以来，我们的新产品供不应求，与中粮签
订了年供货1万吨超薄易拉盖涂层铝卷合同，与中
集凌宇签订了2万吨的超硬铝合金罐车料合同，军
工产品也取得了供货资格，公司产品附加值大为提
高。”河南万达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璐团说。

省工信委近期对全省重点工业企业的问卷调
查显示，46.5%的企业认为三季度生产经营状况较
二季度“上升”，比去年同期提高 21.7 个百分点；

29.6%的企业认为产能利用率“上升”，比去年同期
提高10.4个百分点。但是受去产能持续推进、环
保管控加力等因素影响，三季度以来，部分工业产
品产量下降，工业生产增速出现回落。

工业结构继续优化 转型发展成效初显

今年以来，我省陆续启动了装备制造业、新材
料业、白酒业、烟草业转型发展攻坚，工业发展特
别是主要产业呈现较好发展势头。前三季度，五
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增长 12.1%，占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的 43.7%。其中，电子信息业、装备制造
业、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3.3%、
14.3%、11.6%。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12.1%，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5.7%。与此对应
的是，高载能行业增速继续回落，前三季度仅增长
3.7%，低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4.4个百分
点。全省生铁、电解铝、水泥产量同比均下降。

部分行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装备制造业抓
住国际市场回暖机遇，积极扩大出口，提升国际竞
争力。卫华集团不断加大海外市场开拓力度，今
年前 8 个月收入、利润、税金分别增长 36.2%、
17.1%、73.6%。烟草业作为率先启动转型发展攻
坚的产业，强化工商研地四方联动，全力推进科
技、市场、品牌、原料攻坚，今年前9个月完成增值
税38.6亿元。钢铁业淘汰低端落后产能，主动向
优质特种钢铁、服务型钢铁转型。有色行业积极
延伸产业链条，加快向精深加工环节拓展。纺织
业推动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加速产业链上下游
整合。

随着国家和我省环境治理力度进一步加大，
第四季度不少企业将处于停产限产状态，从而影
响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另外，省工信委的统计显
示，全省工业投资增速也较去年同期有所放缓，投
资下滑将导致工业发展后劲乏力。预计四季度全
省工业增速逐步放缓，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仍要加
倍努力。③6

第四届中原（鹤壁）文博会开幕
赵素萍出席开幕式

讴歌新时代 聚力新征程
孔昌生等出席全省离退休干部书画摄影展开幕式

我省工业结构优化效益提升

数说前三季度

金秋时节，八百里伏牛山漫山红遍，层林尽染。走进伏牛山腹地嵩县白云山景区，瑰丽似霞的红
叶耀眼夺目、引人入胜，令人仿佛进入了“车行十里画屏上，身走四方红叶中”的梦幻世界。⑨6 本报
记者 邓放 摄

十九大精神进基层

□本报记者 何可 本报通讯员 宋跃伟

10月 26日一大早，登封市告成镇告
成村党支部委员李朝敏就来到办公室。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是‘党员主
题日’活动。我得赶紧把党的十九大报
告的相关资料整理好，以便在本周五的

‘党员主题日’组织党员学习。”李朝敏
说。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李朝敏每天都

在关注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白天老李
在处理好村里的事务外，还走进田间地头
宣传并做好秸秆禁烧工作，晚上通过电脑
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说“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不敢
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
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
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李朝敏对此十分赞同。
“我是镇纪委廉政监督员，也是村里的

监委会成员。从我这几年参与监督和审核
村里的账目看，没有发现一张不合理的票
据。现在真是党风正了、风气好了、作风变
了、工作实了。”李朝敏谈起如今的变化，风
趣地念了一首打油诗：水泥路通畅、路灯亮
堂堂；百姓生活事，政府挂心上；大家齐协
力，阔步奔小康。

“我作为村党支部委员，又主抓党建工
作，自己应先行学深、学透党的十九大报
告，自觉当好学习十九大精神的宣传员，把
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李朝
敏表示。③5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通讯员 张旭
长）10月 27日上午，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
乡银王村南的百亩树状月季园内，一片姹
紫嫣红。60岁的村党支部书记王记章正
在这里为本村的党员们上党课，学习十九
大精神。

这个月季园建于 5年前，现在不仅销
路好，而且每天游客络绎不绝。王记章选
在这里上党课，就是要“现身说法”鼓励大
家发展农旅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第二轮土地
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大伙只管放开

手脚发展苗圃经济。”王记章的话引来大
家一片掌声。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十九大胜利闭幕后，湛河区立即着手
组织开展“百名书记上党课”活动，要求全
区各级党组织的100余名党委、党支部书
记，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产业发展、教
育、就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惠民导向，
根据所属单位的工作性质及当地实际情
况，利用一个月时间，以上党课的形式向
基层宣讲十九大精神，理思路、提建议、
促发展。

为确保“百名书记上党课”有序推进，
该区规定由上一级党组织召集下一级党
组织书记先行开展上党课活动，然后逐级
推进，直至企业、学校、行政村（社区）等，
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在讲党课之前，向上级
党组织汇报党课主要内容和预期效果，党
课结束之后，还要及时把党课开展情况、
参与党员名单等相关材料报至上级部门
存档备案。

“组织开展百名书记上党课，目的就是
让各级党委、党支部和所有党员学习十九
大精神，在基层掀起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的热潮，以十九大精神为引领，推动辖区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湛河区委
常委、宣传部长张德民
说。③5

把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

百名书记上党课 理思路提建议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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