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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特别策划

破解“三农”问题 助力乡村振兴
——“金丹现象”与传统农区新型工业化道路探索研讨会发言摘要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1日上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
重要讲话。他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完成伟大事业必须靠党的领
导，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重整行装再出发，
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习近平指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紧紧
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
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

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发展，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根本好
转，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

习近平强调，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引领伟大斗争、伟大事业、最终实现伟大梦想
的根本保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们要乘势而上，牢牢把握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
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发挥标本兼治综合效应，确保党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

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
主义执政党。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后，我们紧紧盯住全面从严治党不力这个症结，坚
持发扬我们党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
创造新的经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需要我
们长期坚持、不断深化。一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既要解决思想
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根本任务，把制度建设贯穿到
党的各项建设之中。二要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既要立足当前、
直面问题，在解决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上下功夫；又要着眼未来、登高望
远，在加强统筹谋划、强化顶层设计上着力。三要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
大多数”相统一，既对广大党员提出普遍性要求，又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
干部提出更高更严的标准，进行更严的管理和监督。四要坚持行使权力和担
当责任相统一，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紧紧
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五要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
一，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
针，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最大限度防止干部出问题，最大限度激发干部积极
性。六要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积极畅
通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充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作用。

习近平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持之以恒、毫不动摇。受国际国内环境
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仍然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
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的队伍和自身状况发生重大而深刻的
变化，迫切要求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我
们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和“狭路
相逢勇者胜”的斗争精神，坚定不移抓下去。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所有党组织都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领导干部在政治上都要站得稳、靠得住，对党忠诚
老实、与党中央同心同德，听党指挥、为党尽责。要深刻认识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既不能离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产
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至丢掉远大理想。

习近平强调，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要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密切关注享乐主义、
奢靡之风新动向新表现，坚决防止回潮复燃。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把
手要负总责。要靠深入调查研究下功夫解难题，靠贴近实际和贴近群众的务
实举措抓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
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应约同文在寅通电话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1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发

●要深化标本兼治

●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

●要加强反腐败综合执法国际协作

●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
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切断利益输送
链条

博爱：党建领航描绘全域旅游新画卷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新年伊始，走进太行山深处、丹河
之畔的博爱县许良镇于庄村，鹅卵石
装饰的影壁和戏台格外引人注目，民
宿、农家乐宾馆原生态改造正在有序
推进……于庄村党支部书记曹有福
说：“待到春暖花开时，俺村将鸟语花
香，游人如织，村民的日子也将越来越
红火。”

乘着博爱县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的东风，于庄村成了该县“党建+
全域旅游”示范村，成了具有古韵流
溢、花果飘香、健身休闲、民俗风情的
特色乡村。这座古村落逃脱了衰败甚
至消亡的命运，走向“新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基
层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
础”。博爱县通过创新“党建元素+全域
旅游”“志愿服务+全域旅游”“集体经
济+全域旅游”三大平台，探索了“党建+

全域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开拓了助力
全域旅游发展的新路径，构建了党建引
领与全域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新生：党建美学、乡村民俗
融入古村落

豫晋两省交界处、博爱县西北山
区坐落着依山傍水的美丽古村落——
于庄村。这里山水交融、竹林茂密，人
与山相依、与水相亲，让远去的历史屹
立于山水之间，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
的生活画卷。

村旁的三渡湾是丹河古渡口之
一。丹河原为古代山西至河南的重要
水上交通要道，博爱县境内沿丹河形
成的物质文化遗产“北魏摩崖石刻”

“隋代摩崖石刻”，皆为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沿岸古村居民以水磨为生

产工具的民风民俗传承至今，素有“太
行山居博物馆”之称。

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造就了于
庄村独特的怀庆建筑群，木结构加石
砌墙体的建筑形式，有其独特的文化
资源价值。结合地形条件，院落布局
沿等高线平行布置，前后高低错落有
致。民居建筑的门楹、窗户、神龛，雕
刻精美、各具特色，体现了村民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于庄村共有50余户170余口人。
因为就学、就医等不方便，人口不断往外
迁移，年轻人都外出务工，村里只剩下
80多个老人、妇女和孩子。”曹有福说。

于庄村今后的发展之路在何方？
村民们集思广益，抓住博爱县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契机，邀请中国
乡村建设研究院对村庄进行规划，将党

建美学、乡村民俗等多种元素融入特色
民俗旅游村的建设中，制订了三渡湾

“一线、五点、八区”旅游规划方案。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依托许良

镇丰富的竹资源、于庄村原始风貌建
筑及毗邻丹河的特点，将旅游主题定
位为“竹乡水村”。原有的打麦场、水
电站、磨坊等设施，“摇身一变”成为游
客体验民俗文化、休闲、喝茶的场所。

加大村落原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运用竹元素进行竹工艺开发，利用天
然优势打造水文化河湾特色……通过
政府支持、村民筹资筹劳等方式，集观
光旅游、休闲娱乐、民俗体验、农事活
动、文化展示、果树采摘于一体的特色
旅游示范村呈现在村民和游客面前。

去年 9月，于庄村的民俗旅游启
动开园后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

旅游高峰日均游客最多达 5000余人
次。目前，于庄村已成为博爱县全域
旅游一个新的热点。

蝶变：“党建＋全域旅游”点
燃党员群众热情

濒临消亡的于庄村靠什么走向了
新生？这背后离不开博爱县委、县政
府创新基层党建，领航全域旅游工作
的有力推进。

围绕以党建促全域旅游、以全域
旅游促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总体思路，
延伸旅游产业链，博爱县规划每个乡
镇至少打造 2个“党建+全域旅游”示
范村，通过实施旅游项目，每年开展乡
村旅游带来的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10
万元以上，并形成稳定的收入渠道和
发展壮大经济实力的有效路径。

博爱县领导先后深入于庄村、寨
豁乡小底村、磨头镇东张赶村等查看
村容风貌，与村干部、群众座谈交流，
示范带动全域旅游开发，为打造高品
位的全域旅游奠定了基础。

许良镇党委、镇政府和村两委多
次召开党员、村民代表大会，邀请中国
乡村建设研究院专家进行讲解，为群
众呈现于庄发展旅游的美景，点燃了
党员群众参与旅游开发的热情。

规划建设中的三渡湾度假村，就
是于庄村在全域旅游建设中推出的

“党建+全域旅游”的重点项目。所用
建材 80%以上来自当地特色原材料，
围墙取材于当地产的竹子，房子砌墙
用的是当地石头，外墙的粉刷用得是
当地的黄土……

全村所有民居以保护为前提，尊
重原房舍特点，不大拆大建、融入现代
化功能设施的前提下，把每座房舍打
造成体现主人内涵的民宿，形成民俗
聚落群。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刘勰）1月11
日下午，我省2017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述责述廉会议在郑州召开，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组织部
分党组织负责同志开展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情况述责述廉，对深化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作出部署。

省委书记谢伏瞻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润儿、王炯、翁杰明、孙守刚、赵素萍、
李亚、孔昌生、许甘露、马懿、穆为民出
席会议。王炯主持会议。

会上，鹤壁市、焦作市、兰考县、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地税局、平煤神马
集团、河南科技大学党组织主要负责人

就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作了
述责述廉报告。谢伏瞻、陈润儿、翁杰明
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传导管党治党压
力、改进工作作风、增强党章党规党纪意
识等方面，有针对性地进行提问点评，相
关负责人一一作了回答。省领导和参会
代表以投票的方式对7位述责述廉的党
组织负责同志进行了民主评议。

谢伏瞻在讲话中指出，抓好全面从
严治党，要提升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意
识，更加坚定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
领袖和核心地位，更加坚定地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更加扎实地把党中央各

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增强主体意识，
真正把主体责任扛稳抓牢做实。要全
面承担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切实履行全面从
严治党责任，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作用；切实传导责任，实化细化
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集体责任、
各级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
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各级各部
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之责；用好监督
责任，纪律检查机关要责无旁贷地肩
负起监督责任这个重大政治责任，协
助同级党委落实好主体责任，加强监
督检查，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谢伏瞻强调，要把改进作风作为切

入点和突破口，在作风建设上下一番苦
功夫，以坚定有力的举措刹歪风，以科
学有效的方法改作风，以作风转变促主
体责任落实。要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
下，坚持敢抓敢管、较真碰硬，坚持抓细
抓实、久久为功，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
严，推动责任落实，不断开创新时代我
省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党委书
记，省纪委监察厅领导班子成员，省直
各单位党组（党委）书记，在郑省管企业
和高等院校党委书记出席会议。③4

2017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述责述廉会议召开
谢伏瞻出席并讲话

02│要闻

《河南有个“塞罕坝”》在商丘引起轰动

传承河南“塞罕坝”精神
为子孙留下碧水蓝天

洛阳“放水养鱼”壮了实体经济

●聚焦优化营商环境系列报道

02│要闻

“老虎”要露头就打，“苍蝇”乱飞也要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新华社北京 1月 11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1日应约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
电话。

习近平指出，总统先生不久前对中
国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双方就发展
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在重大地
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达成重要共识，
增进了互信、加强了合作。中方对中韩
关系改善发展感到满意。新的一年里，
中方愿同韩方一道，加强战略沟通，推动
务实合作，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推动两国
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共同努力促进地区

和平稳定。中方支持韩方办好平昌冬奥
会，预祝平昌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

文在寅再次感谢中方为他不久前访
华作出的周到安排，表示期待韩中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发展势头，并在新的
一年取得更大进展。韩方感谢中方支持
办好平昌冬奥会。

文在寅通报了近日韩朝高级别会
谈成果，表示韩方高度重视中方在朝鲜
半岛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感谢中方支持
南北对话，感谢中方为推动通过对话谈
判解决问题、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所

作努力。韩方愿同中方一道，致力于通
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维护本地区和平
稳定。

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支持韩朝双
方改善关系、和解合作。我们支持双方
推进南北对话和交流，逐步推动朝鲜半
岛问题解决。当前，朝鲜半岛形势挑战
和机遇并存。希望平昌冬奥会不仅为韩
朝对话带来契机，而且能成为朝鲜半岛
形势好转的开端。中方愿同包括韩方在
内各方加强沟通和合作，争取形势进一
步向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