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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驰而不息改进作风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同志答记者问

本报讯（记者 樊霞）国家统计局
河南调查总队 12月 11日发布消息，
根据该总队调查，并经国家统计局核
定 ，2017 年 我 省 粮 食 总 产 量 为
1194.64亿斤，比上年增产5.38亿斤，
增产幅度为0.5%，成为历史上第二个
高产年份。

2017年，我省认真贯彻中央及省
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全力推进“四优四化”，
全省粮食生产能力持续保持稳定。

调查数据显示，今年我省夏粮总产
量为710.8亿斤，比上年增产15.5亿斤，
增幅为2.2%；秋粮总产量为483.84亿
斤,比上年减产10.12亿斤，减产幅度为
2.0%。尽管秋粮略有减产，但夏增补秋
减，全年粮食总产量仍然高于上年。

据调查，今年我省秋粮播种面积
为 6995.73 万亩，比上年减少 195 万
亩。其中，玉米播种面积 4725.29 万

亩，比上年减少250万亩，平均亩产量
361.8 公斤，比上年提高 9.5 公斤，增
产幅度为 2.7%；总产量为 341.91 亿
斤 ，比 上 年 减 产 8.68 亿 斤 ，下 降
2.5%。水稻播种面积984万亩，比上
年增加 1.5 万亩，总产量为 103.51 亿
斤 ，比 上 年 减 产 4.92 亿 斤 ，下 降
4.5%。高粱、谷子因播种面积增加，
总产量增产，豆类、红薯总产量均较
大幅度增产。

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有
关负责人分析，今年我省秋粮生产播
种基础良好，品种优良化成为突出特
征，全省良种覆盖率基本达到100%。
今年秋粮生产中，天气条件利弊并
存。大部分地区秋粮生产前、中期雨
水基本适宜，秋粮长势良好。但秋粮
生产中、后期以及收获期大部分地区
遭遇高温和阴雨天气，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秋粮收获质量。③4

今年我省粮食生产再获丰收
全年粮食总产量1194.64亿斤，增产5.38亿斤

□薛世君

“要切实关心贫困群众，带领群众艰苦奋斗，

早日脱贫致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指导河南时的

殷殷叮嘱言犹在耳；“确保到二○二○年我国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党的

十九大提出的目标振奋人心……脱贫攻坚是第一

民生工程，河南是攻坚大省，在脱贫路上不但决不

能拖后腿，而且必须持续改进作风，振奋斗志，奋

力走在全国前列。

“肩扛千斤谓之责，背负万石谓之任”。去年

底，全省还有 317万贫困人口没有脱贫，今年必须

完成 100 万人口稳定脱贫的任务，到 2020 年全省

贫困人口要全部脱贫、贫困县要全部摘帽……河

南贫困人口多，脱贫攻坚任务重，从某种意义上来

讲，没有河南的全面脱贫，也就没有全国的全部脱

贫，也不会有全面小康。唯有不待扬鞭自奋蹄，工

作走在前列，才能让这么多贫困乡亲尽早脱贫致

富，和全国人民一道步入全面小康，才能完成党中

央交付的重任，不负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不负新时

代新征程的初心和使命。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力争脱贫攻坚走

在全国前列，我省工作有基础、干部有决心、群众

有期待。看基础，今年以来领导力度更大，脱贫责

任更实，精准程度更高，脱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金融扶贫、产业扶贫等一些做法甚至在全国作

为经验推介，可以说为力争上游奠定了坚实基

础。看决心，全省上下始终严责任、明差距、盯问

题、补短板，憋着一股劲，打了翻身仗还要打更多

更大的胜仗。贫困乡亲尽快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的热切期待，始终为我们不懈奋斗、全力攻坚倾注

着不竭动力。

奋力走在全国前列，就要在政治担当上走在

前列，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决的历史担当、崇高

的使命意识，加强领导，集中精力，合力攻坚。就

要在攻坚战术上走在前列，凝神聚力，把我们业已

创造的先进经验贯穿下去，求真务实，把握新情况

新问题创新方式方法，尊重规律，破解矛盾，务求

下足“绣花”功夫，务求精心精确精准。就要在加

快作风转变上走在前列，怀着对贫困群众的满腔热情投入工作，离群众近一点

再近一点，抓落实细一点再细一点，督查考核严一点再严一点，稳扎稳打，步步

为营，用钉钉子精神啃掉“硬骨头”。就要在脱贫成效上走在前列，努力做到

“三个零差错”，保质保量圆满完成每一阶段脱贫任务。

“夫战，勇气也。”拿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气概，坚定“不破楼兰终

不还”的决心，铆足“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劲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特别是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为指导，真抓实干、持续发力，我们就

一定能在脱贫攻坚中攻城拔寨、决战决胜。2

新华社北京12月 11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纠正

“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习近平是就新华社一篇《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
作出指示的。他指出，文章反映的情
况，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再次表
明“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纠
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
路上。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摆摆表现，
找找差距，抓住主要矛盾，特别要针对
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
问题，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地改。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
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在
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中，要力戒形式主义，以好的作
风确保好的效果。

新华社的文章反映，党的十八大
以来，从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开
始，全党上下纠正“四风”取得重大成

效，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一定程度
上仍然存在，如：一些领导干部调研走
过场、搞形式主义，调研现场成了“秀
场”；一些单位“门好进、脸好看”，就是

“事难办”；一些地方注重打造领导“可
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不怕群众不
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有的地方层
层重复开会，用会议落实会议；部分地
区写材料、制文件机械照抄，出台制度
决策“依葫芦画瓢”；一些干部办事拖
沓敷衍、懒政庸政怠政，把责任往上
推；一些地方不重实效重包装，把精力
放在“材料美化”上，搞“材料出政绩”；
有的领导干部热衷于将责任下移，“履
责”变“推责”；有的干部知情不报、听
之任之，态度漠然；有的干部说一套做

一套、台上台下两个样。
12月 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通知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
指示，一针见血、切中时弊，内涵丰富、
要求明确，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
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鲜明态度和
坚定决心，对于全党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迅速
传达学习并切实抓好贯彻落实。要认
真组织党员、干部学习讨论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指示，结合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指示的

内容和精神实质，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自觉，
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锲而不舍抓好作
风建设；各地区各部门年底召开民主
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要把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转作风改作风情
况作为对照检查的重要内容，切实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认
真查找“四风”突出问题特别是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的新表现，采取过硬措
施，坚决加以整改，务求取得实效；要
坚持从各级领导干部做起，以上率下、
层层带动，继续紧盯元旦、春节等时间
节点，从一件件小事抓起，坚决防止不
良风气反弹回潮，不断巩固和拓展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果。

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新华社北京 12月 11日电 12月 13日是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天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国家公祭
仪式。

届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
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网进行现场直播，中央重点新
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
端进行同步直播。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明日上午在南京举行
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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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社评

静悄悄的“变革”
——看“四优四化”如何引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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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粮播种面积

为6995.73万亩

比上年减少195万亩

比上年增产5.38亿斤

增产幅度为0.5%
成为历史上第二个高产年份

1194.64
亿斤

秋粮总产量 483.84
亿斤

比上年减产10.12亿斤

减产幅度为2.0%

制图/张焱莉

2017年我省粮食总产量

比上年增产15.5亿斤

增幅为2.2%

夏粮总产量 710.8
亿斤

今年种植

优质专用小麦840万亩

比去年增加200多万亩

省委巡视组集中向十届省委
第二轮被巡视单位反馈巡视情况

生态抚摸：让丹江大观苑成为世界明珠
——福森药业集团系列调查报告之六

□本报记者 史家轩
本报通讯员 杨宝占

中原之行哪里去？新的回答一定
是：南阳丹江大观苑。曾经有到过丹
江大观苑的游客，情不自禁地赞叹她
是可与中国亚龙湾、美国夏威夷、南非
开普敦、欧洲地中海相媲美的特色精
品景区。

丹江烟雨醉，平湖秋意浓。绵绵
秋雨润泽之下，丹江大观苑景区如同
新妆的少女，眉目清秀，恬淡宜人。连
续多日的降水，也让丹江口水库水位
不断跃上历史新高。随着水位节节攀
升，依山傍水的丹江大观苑一日一景，
正在把最美的身姿展示给万千游人。
2017年十一黄金周，丹江大观苑景区
共接纳游客 7.6 万人次，营业收入
2000余万元。世人的青睐，让这颗丹
江明珠越发熠熠生辉。

作为新兴的休闲旅游养生胜地，
丹江大观苑的华彩绽放，也折射着投
资建设者河南福森集团逆势而上、转

型发展的峥嵘历程，印证着集团引路
人曹长城纵横捭阖、锐意创新的时代
眼光。

南水北调，源起南阳；绿色渠首，
生态龙头。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
建成通水，南阳作为渠首所在地和核
心水源区，吸引着全国人民的目光。
保生态、保水质，是全体南阳人民的政
治任务，更是淅川当地企业的责任担
当。喝着丹江水长大的曹长城，对这
一湖清水格外珍爱。由他亲自选址并
一手造就的丹江大观苑景区，正是他
爱水、护水之情的美好寄托。

2005年 4月，福森集团抓住国家
旅游发展意见出台及河南省确立“旅
游立省”战略所带来的政策机遇，借力

“南水北调中线渠首”这一世界级品

牌，开始集中力量打造丹江大观苑景
区。景区位于丹江口水库北岸，在河
南省打造南水北调中线生态观光带和
环库生态观光走廊的总体规划指引
下，在保护好生态环境、保护好丹江口
水库水质不受污染的前提下，按国家
5A级景区标准，强力打造集观光性、
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养生性于一
体的休闲度假胜地。

2008年 5月，丹江大观苑景区成
功实现对外试营运。景区由多个深入
丹江水库中的小岛组成，岛上鸟语花
香、苍松翠柏、松针铺地；湖中千顷碧
水、烟波浩渺、水天一色；四周青山环
绕、群峰耸立、气象万千。景区以丹江
秀水为背景，以淅川厚重的历史文化
做底色，建成了以“佛文化、水文化、楚

文化、药文化、商文化”为特色的多个
精品景点，配套建设了五星级福森半
岛假日酒店，配备了豪华游轮、游览观
光车等服务设施，已成为镶嵌在中原
大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和淅川乃至南
阳的山水名片。

在丹江大观苑成功经验的助推下，
福森集团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保护南水
北调中线水源地生态环境、带动库区移
民致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开始
了一系列大胆而有益的探索。

为防治水土流失，保持青山绿水，
2012年6月，福森集团成立福森丹江有
机农林果业公司，依托南水北调中线水
源地的区位优势和南北气候交汇带适
生物种多的品种优势，规划建设以林果

业、高档花卉、蔬菜、中药材等特色产品
种植为主，集生态农业生产、生态旅游、
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生态综合产业园
区。项目位于丹江口水库东北岸，占地
面积约2万亩，计划投资5亿元，以林果
业、高档花卉、蔬菜、中药材等特色产品
种植为主，形成中药材产业区、林果产
业区、苗木花卉区、高效农业区四大区
域，同时配套水、电、路及综合管理服务
区等基础设施，建设沿库区观光长廊，
达到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建成结
构清晰、功能合理、环境优美、高科技、
高效益的全国一流的农业产业示范园
和国家级农业科技园，打造福森百年生
态农林业产业集群，助推渠首高效生态
经济示范区建设。

福森集团还与淅川县政府合作，共

同出资，参与丹阳湖国家湿地公园项目
建设与经营。该项目通过湿地生态的
恢复和重建，湿地生态物种群的再引
入，科学研究，科普教育以及地域文化
的逐步挖掘，为湿地公园内的生态旅游
提供丰富的题材。运作好这些题材，将
能吸引生态旅游爱好者，支撑湿地公园
的运营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曹长城说，福森将正确处理资源
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决不以牺牲
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眼前和局部的
经济利益；将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决
策、合理开发”的原则，摆正环境保护
与旅游业发展的关系，站在“确保一湖
清水送京津”的政治高度，加强生态危
机意识教育和环保意识教育，从源头
进行环保控制，确保污水零排放；将继
续绿化种植，确保在2020年年底前森
林覆盖率达到 97%以上，实现湖泊旅
游资源的科学、永续利用，力争成为国
内湖泊旅游保护与开发的典范，为淅
川从“移民大县”到“旅游经济强县”作
出积极贡献。

“五位一体”推进乡村振兴
02│要闻

导读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河南怎么做”系列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