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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贫困 搬向幸福
——信阳市出山店水库移民搬迁安置纪实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本报通讯员 张俊红 解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同志
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奋斗目标。强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
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11月的信阳，出山店水库正在加
紧建设，移民搬迁进程也紧锣密鼓，

3.87万移民中目前尚有700多贫困人
口。水库移民是世界性难题，我国扶
贫开发也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脱
贫与搬迁，两种棘手问题叠加交织，成
为移民乡村的难中之难、坚中之坚。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
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党的重要
使命。贫困移民既要搬得出、稳得住，更
要在新家园里摆脱贫困、走向小康。

面对艰巨任务，信阳市高度重视、

统筹谋划，精准施策、创新方法，移民搬
迁与脱贫攻坚合奏出一曲激昂乐章。

叠加而成的艰巨任务
信阳市是全省脱贫攻坚战役的重

要战场，市委书记乔新江多次强调，脱
贫攻坚是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
程，必须锁定目标，稳扎稳打，积小胜
为大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下转第九版）

新华社北京11月 1日电 为推动兴
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
中央决定由中宣部会同中央有关部门
组成中央宣讲团。

据了解，中央宣讲团主要由参加党
的十九大文件起草工作的有关同志组成，
成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杨晓渡，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中央宣传部副部
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蒋建国，中央政法
委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永清，中央
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央宣传部副部
长王晓晖，中央改革办常务副主任、国家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穆虹，中直机关工委常
务副书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孟祥锋，中
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中央党史研究室
主任曲青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
任沈春耀，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副主任徐绍史，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
副主任高虎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科技部党组书
记、副部长王志刚，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苗圩，财政部部长肖捷，农业部部长韩长

赋，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国务院国
资委主任肖亚庆，国务院法制办党组书
记、副主任袁曙宏，中国社科院院长、党
组书记王伟光，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高选
民，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组织一局局长
李小新，中央财办副主任易纲，中央财办
副主任杨伟民，中央财办副主任韩俊，全
国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研究室主任舒启
明，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施
芝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伟，中央纪
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组组长江金权，
中央纪委驻国务院港澳办纪检组组长潘
盛洲，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中国
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张来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王一鸣，共36位同志。

从1日起，中央宣讲团成员进行集
体备课。大家将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
大精神，围绕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系列
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论断、重
大举措，围绕当前干部群众在学习贯彻
中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存在的思想困
惑，进行深入思考和研讨，认真准备宣讲
稿，力求更好地联系实际、回应群众关注
关切，增强宣讲的针对性实效性。中央
宣讲团将于5日起赴全国各地宣讲。

□本报评论员

铭记党的奋斗历程时刻不忘初

心，担当党的崇高使命矢志永远奋

斗。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

向前进，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是全党全国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全省广大党员

干部必须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切实抓紧抓好抓到位。

在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面对新

形势新任务，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同

志加强学习；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

都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实现大发展

大进步。党的十九大在政治上、理论

上、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就

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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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了

大政方针，就推进党和国家各方面工

作制定了战略部署，是我们党在新时

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政治宣

言和行动纲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

往开来，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只有在学懂弄通做

实上下功夫，才能让十九大精神成为

推动崛起振兴、富民强省的强大思想

武器，把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要坚

持读原文、学原著，精读细研、学思践

悟、融会贯通。要认真研读十九大报

告和党章，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学习

十九大精神，学习好、领会深、把握准

十九大精神的思想精髓、丰富内涵、精

神实质、核心要义，努力掌握十九大精

神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理论意义、

实践意义，坚定“四个意识”，增强“四

个自信”，把思想切实统一到十九大

精神上来。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把着力

点聚焦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

导思想上，聚焦到 5 年来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发生历史性变

革上，聚焦到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等重大论断的深远影响上，聚焦到

贯彻落实十九大的重大决策部署上，

聚焦到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拥护、人

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上，进

一步增强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要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一个时

间节点一个时间节点往前推进，以钉

钉子精神全面抓好落实。要推动十九

大精神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

园、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站，既要“扎

天线”，把中央精神把握准、阐释好，

更要“接地气”，用“老百姓的话”把报

告中那些深刻的思想、抽象的理论转

换为鲜活的故事、生动的例子。坚持

广泛多样，注重生动灵活，突出宣讲

实效，真正让干部群众听得懂、能领

会、可落实。要用十九大精神统一思

想、凝聚力量，统揽全局、谋划工作，

以更加严实、务实、求实的作风推动

各项任务的落实，努力把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做得更

好更出色。

“ 学 所 以 益 才 也 ，砺 所 以 致 刃

也”。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

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在

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让十九大精

神在河南落地生根，我们一定能让中

原更加出彩，谱写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启河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征程的新篇章。2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举世瞩目
的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相关的重要
文件、文献、辅导读物也将第一时间
与河南读者见面。11月1日下午，党
的十九大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河南
省首发式在郑州中原图书大厦举行，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出席首发
式并向基层党组织代表赠书。

首发式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主办，中原出版传媒集

团承办。
省委宣传部要求，认真学习宣传

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期全省的首要政治任务。
全省各地相关单位要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学习读物的出
版发行、宣传征订和学习使用工作，
紧密结合河南实际，采取多种方式，
运用多种载体，在全社会积极营造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浓厚

舆论氛围，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做到学
懂、弄通、做实，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
在河南落地生根。

据悉，党的十九大文件及学习
辅导读物由河南人民出版社租型印
制出版，各市县新华书店统一发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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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章
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文件汇编》《党的十九大报告辅
导读本》等党的十九大文件及学习
辅导读物，即日起在全省各级书店
卖场、“云书网”线上平台同步销
售。③7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通讯
员 宋正国）在脱贫攻坚关键时期，栾川
县号召全县6000余名无职党员进行岗
位认领，并组织有帮带能力的党员每人
结对帮扶1至 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效带动了3200余户贫困户脱贫。

而涧西区则推进“大党委”建设，通
过开展“亮身份、当先锋”活动，组织
2500余名区直机关党员到联系社区报
到，主动认领志愿岗位，为居民排忧解
难，促进社区和谐。

“这些可喜的变化，得益于洛阳市
着力巩固提升‘河洛党建计划’，分类施
策，筑牢基层党建根基，让党员干部在
关键岗位上大显身手，基层党组织已成
为团结服务群众的核心、攻坚克难的堡
垒。”10月 30日，洛阳市委组织部负责
同志告诉记者。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执政根基，是整
个党组织在基层的“神经末梢”，是落实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毛细血管”。围
绕洛阳“9+2”工作布局和“四高一强一
率先”奋斗目标，去年，洛阳市委谋划了
以党建示范化工程建设为重点的“河洛
党建计划”，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整体
功能。

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洛阳市委把今年确定为“河洛
党建计划”巩固提升年，重点围绕强化
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服务功能“两大
功能”，建好党员队伍、基层干部队伍

“两支队伍”，抓好经费保障、阵地保障
“两个保障”，解决企业党建工作发展不
平衡、农村党建工作发展不平衡“两个
不平衡”，实现党的组织全覆盖、党的工
作全覆盖“两个全覆盖”。

牵牢“牛鼻子”，搭建“连心桥”，强
化“两大功能”。洛阳市委高度重视基
层党建工作，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党
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进行部署。市委主
要领导多次深入基层调研，要求统筹推
进各类基层党组织建设，市、县、乡、村

“四级联动”，切实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
治功能。

以社区党组织“五化”建设为抓手，
扎实开展社区“大党委”工作，以“一社
区一特色”为目标，探索出了一批符合
社区实际、群众满意率高的服务载体，
打造出了“党旗下的邻里情”“红色套餐
服务”“三上门服务”等特色品牌。

激活“红细胞”，配强“领头羊”，建
好“两支队伍”。（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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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烨 本报通讯员 任红亮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近年来，义
马市依托煤炭等资源，做大做强煤化工
产业，强力发展新兴产业，闯出了一条
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近日，在义马煤业公司煤生化高科
技工程有限公司的展柜中，记者看到一
款由煤炭提炼而成的“纺织品”。公司
负责人说，从煤炭中提炼出的甲醇蛋白
是动物饲料、高档服装的重要原料，附
加值可提升上百倍。该技术不仅填补
了我国规模生产甲醇蛋白的技术空白，
也使我国成为继俄、英之后第3个掌握
此项技术的国家。

近年来，曾经是义马“香饽饽”的煤
化工产业，遭遇产能过剩、价格下滑、环
保压力等严峻形势，使义马市经济发展
一度出现了负增长。以能源、原材料等
传统工业为主的发展路子越走越窄，倒
逼义马市开启了转型升级的新征程。

“面对持续的经济下行压力给义马
经济建设尤其是煤化工产业带来的较
大影响，我们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推进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义马市
委书记杨彤说，“新型工业化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是我们的立市之
本、强市之基。我们要以十九大精神为
引领，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努力
将我市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化工
基地，全省重要的新材料、电子信息和
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以及推动三门峡与
洛阳联动发展的门户。”

义马市委副书记、市长冯勇在全市
转型发展攻坚推进会上发出号召，“转
型发展刻不容缓、时不我待。新一届市
委、市政府已经明确了转型发展的目
标，那就是以‘决胜二次创业、加快转型
发展’为主线，着力加快产业升级，补齐

发展短板和作风短板，努力实现‘综合
经济实力重回全省第一方阵’的目标。”

做大做强煤化工产业。义马的转
型发展离不开煤，优势也在煤。近年
来，该市依托现有的产能、人才、技术
等优势，大力推进煤化工产业的高端
化、精细化、规模化、循环化。目前该
市依托辖区骨干企业，重点拉长气化
厂醋酸深加工产业链、开祥化工精细
化工产业链和综能公司生物化工产业
链，同时着力谋划煤制烯烃、煤制芳
烃、煤制乙二醇等重大战略储备项目，
提高煤炭就地转化能力，努力实现投
资千亿、产值千亿的“双千亿”目标。

强力发展新兴产业。在河南义腾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记者见到几种
该公司的主打产品——电池隔膜，其
厚度只有头发丝的十分之一，可耐200

摄氏度至280摄氏度的高温。目前该
公司隔膜产能位居国内行业前三位，预
计年内规模将跃居亚洲第一。义马市
发改委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市在大力发
展锂电池材料和动力电池产业的基础
上，还依托德道电子、北京利尔、河南中
车等骨干企业，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新
材料和装备制造产业，努力打造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双百亿”的产业集群。

为确保产业转型“双千亿”“双百
亿”目标的实现，义马市在全市范围推
行两项机制和三项制度，为义马市树立
一种既严管又厚爱的管党治党导向，进
一步激发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激情和
干劲：推行“效能革命”机制，推进“最多
跑一次”改革，弛而不息地改进工作作
风、提高工作效能，全面增强经济社会
发展动能；推行“容错纠错”机制，为敢

于担当、锐意进取的干部解除后顾之
忧，为担当者担当，让“领头羊”大胆往
前闯。同时建立年度项目指挥长负责
制、首席服务员制度和党组织联系服务
企业制度。四大班子领导同志作为项
目指挥长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深入项
目一线、基层社区，及时帮助协调解决
问题；33名副科级干部作为首席服务员
与62家工业重点企业结对帮扶，让企
业难题有专人负责；各级党组织围绕企
业经营发展当好“五大员”，围绕企业转
型升级开展“八个一”行动，把党的组织
优势和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强劲动力。据介绍，义马市今年
新上和续建工业项目30个，总投资达
到292.3亿元。

义马经济转型既要“面子”，也要
“里子”。“三四年前，义马大气污染问

题严重，整天都是灰蒙蒙的。”开祥精
细化工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建立说。
开祥公司自从去年购进一批先进环保
处理装备后，废硫酸大多转化成了可供
工业生产用的浓酸，回收率高达95%。
不仅是开祥公司，在当地政府的大力倡
导下，义马的公司纷纷开展环保化改
造，煤城的天空越来越蓝，空气也越来
越清新。

义马市转型发展的实践引起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年5月，全国煤化
工产业和锂电池材料产业发展论坛相继
在义马市召开,吸引专家和客商300多
人。在继去年基本遏制经济下滑趋势的
基础上，今年上半年，该市地区生产总
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分别增长7.7%、9%和13.9%。

产业升级、转型发展，亦是凤凰涅
槃、浴火重生。在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上，义马市坚定转型发展的信心和决
心，谱写“二次创业”的壮美篇章，努力
实现综合经济实力重回全省第一方阵
奋斗目标。

加快产业升级 助力转型攻坚

义马：闯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十九大精神在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