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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离退休老同志:
雄鸡赞唱新时代，玉犬腾欢新

征程。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省

委、省政府谨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

问和诚挚的祝福!

2017 年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之年，是贯彻落实省第十次党代

会部署的开局之年。一年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紧紧围绕迎接服务党的十九

大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这一主题，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

众，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

新发展理念，着力发挥优势打好“四

张牌”，全省呈现出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生活日益改

善、党风政风风清气正的良好局

面。全省实现生产总值44988.16亿

元，比上年增长7.8%；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9.4%，高于经济增速；脱

贫攻坚取得明显成效，国家级贫困

县兰考、滑县实现脱贫摘帽，全省有

望减贫 100万人以上；郑州大学、河

南大学入选“双一流”建设名单，六

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加快推

进。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

果，是全省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也

是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关心支持参与

的结果。在此，省委、省政府谨向你

们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

2018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

键一年。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持续落实习近平

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

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新发展

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着

力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着力打好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

着力提升“三区一群”建设水平，着

力深化改革开放创新，着力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开拓河南各项事业发

展新境界，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启新时代河南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征程中迈出坚实步伐。

尊重老干部就是尊重党的光荣

历史，爱护老干部就是爱护党的宝

贵财富，学习老干部就是学习党的

优良传统和作风，重视发挥老干部

作用就是重视党的重要政治资源。新

的一年，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

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宽的视野格

局、更强的责任担当，全面落实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切实加强离

退休干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组

织建设，组织引导老同志不忘革命

初心、永葆政治本色，成为加强政治

建设的重要力量；（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冯芸）2月
10 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兰考
焦裕禄干部学院举行集体学习活动，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
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进行
交流研讨。省委书记谢伏瞻主持集体
学习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领学
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的
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省委常委同志
先后发言，交流了学习体会、工作成
果，畅谈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做好各自工作的
打算，表达了树牢“四个意识”、坚定不
移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的领袖和核心
地位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谢伏瞻在主持中心组学习时指
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
南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作为
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具体行动，
以此统揽全局、推动工作。习近平
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的重要讲
话和指示精神，点河南的题、破全国的
局，具有普遍性重大意义，彰显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
光芒，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体现了坚守真理、传承文明的

继承性，与时俱进、引领未来的创新
性，不忘初心、践行宗旨的人民性，实
事求是、把握规律的科学性。只有把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
示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把
深刻领会总书记对河南工作的具体指
导与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规律性、普遍性原理
融会贯通起来，才能真正掌握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
精髓、核心要义，才能增强持续深入贯
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的
自觉性、坚定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
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把河南的事情办得更好，
真正让中原更加出彩。实践也充分证
明，这些年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和各项工
作取得重大成就，关键就在于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
学指引，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
作的悉心指导和关心支持，在于我们
一以贯之、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谢伏瞻进一步指出，习近平总书
记“让中原更加出彩”的殷殷嘱托为我
省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以此为指引
审视工作、完善思路，推动河南各项事
业取得了新进步；总书记“打好‘四张
牌’”的要求抓住了河南经济社会发展
的关键，我们以此为抓手调整结构、转

变方式，经济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
总书记关于“河南不能丢掉粮食生产
这个优势”的谆谆教诲为我们明确了
责任，我们抓住重中之重，推动农业农
村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总书记关于

“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为民情
怀为我们作出了示范，我们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解决好
民生问题；总书记对兰考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悉心指导为我们立
起了标杆，我们以此为遵循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了风清气
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谢伏瞻强调，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是一项长期的
政治任务，是解决河南一切问题的行
动指南。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不移向
习近平总书记对标看齐，把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好、
落实好，在贯彻落实中不断深化细化、
在深化细化中谋求更大成效，推动学
习宣传贯彻工作向纵深发展，不断开
创新时代河南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谢伏瞻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进
一步高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把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
九大部署与学习总书记调研指导我省
工作时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结合起

来，作为政治任务、首要任务、长期任
务，引导全省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增
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
记党的领袖和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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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广泛宣传成效，进
一步推动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时的重
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深入人心。在扩大

“覆盖面”上做文章，在增强“感染力”
上下功夫，进一步增强全省上下贯彻
落实的自觉性坚定性。要对标梳理任
务，在打好“四张牌”、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保障和改善民生、干部队伍建设等
方面，进一步强化细化贯彻落实的举
措。要坚持从严从实，进一步以优良
作风促贯彻落实。各级领导干部特别
是省级领导同志要带头转变作风，树
牢宗旨意识，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
焦裕禄精神，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
各项工作。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听取了我省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
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情况，
集体观看了“牢记嘱托 出彩中原”图
片展和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新
闻纪实纪录片。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集
体学习活动，开封市委、兰考县委负责
同志参加学习活动。③7

□本报记者 朱殿勇 冯芸

立春时节，兰考焦裕禄干部学院，
焦桐舒展着身姿，积蓄着春的力量，蕴
含着春的希望。

2月10日一大早，省委书记谢伏瞻
带领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来到
焦裕禄干部学院教学楼三楼，集体参
观《牢记嘱托 出彩中原——习近平总
书记在河南图片展》，这是省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集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指
示精神的一项内容。

图片展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承
制，共分“总书记在河南”“今日兰考”

“出彩中原”三个板块，全景再现了
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时的精彩
瞬间，充分展示了四年来河南牢记
总书记嘱托、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
取得的发展成就，生动记录了中原儿
女砥砺奋进的坚实脚步。

在展览现场，省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成员听着讲解员的介绍，认真观看
每一幅照片，重温那些不平凡的历史
时刻。

一张张照片定格历史瞬间。
2014年 3月 17日上午，总书记来

到焦裕禄纪念馆，在焦裕禄同志曾经
使用过的藤椅前，久久凝视。

2014年 3月 17日下午，总书记在
兰考县黄河东坝头，举目远眺，滔滔大
河尽收眼底。

2014 年 5月 9日，总书记指导兰
考县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手把手
教党员干部转变作风，保持与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

……
在一张照片前，谢伏瞻作为亲历

者、见证者，讲述起了当时的情形：“这
棵泡桐树是总书记 2009年来兰考时
亲手栽下的。2014年 3月 18日上午，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棵树前，伫
立良久。”

在“今日兰考”板块，一张张照片
无声地讲述着兰考的巨大变化。

四年前的那个春日，总书记来到兰
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村民张景枝老人
的家中，一直握着老人的手，嘘寒问暖。

四年过去了，张景枝老人家里用
上了冰箱、热水器、空调，孙儿闫春光
的养鸡场规模已近2万只。

照片墙上，铺满了兰考人民一张
张灿烂的笑脸，直观地反映了兰考脱
贫后人民群众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
也见证了兰考干部群众脱贫奔小康的
奋斗足迹。

春华秋实，四年有成。“出彩中原”
板块，以河南持续打好“四张牌”为主
题，把河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这些年所

取得的重大成就精彩呈现。
中原大地麦浪翻金，“中国碗”盛

上了更多优质“河南粮”，农民不仅吃
上了好“馍”，也鼓起了“钱袋子”；

货物“秒通关”、全球买卖一“键”
搞定，河南跨境贸易朝着“买全球、卖
全球”的目标迈进；

中欧班列（郑州）每周“八去八
回”，郑州机场航线密织天际，陆空通
道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企业综合实力
和市场占有率连续四年位居国内同行
业第一，创新引擎动力澎湃；

……
展厅中间，一阙《念奴娇·追思

焦裕禄》格外醒目。
这是习近平同志在担任福州市

委书记时填写的。在兰考调研时，他
谈起学习焦裕禄精神，说到动情处，
还深情吟读。2014 年 3 月 17 日，河
南日报连夜找到这首词并于次日刊
发在报眼位置，这在全国报纸中属首
次转发。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听着、
看着，不禁齐声朗诵：

“……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
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
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铿锵有力的声音在展厅里久久回
响。③4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兰考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高举旗帜 牢记嘱托
不辱使命 继续前进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
致全省离退休老同志的慰问信

始终不忘初心 矢志砥砺奋进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观看“牢记嘱托 出彩中原”图片展

2月10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兰考焦裕禄干部学院集体观看“牢记嘱托 出彩中原”图片展。⑨3 本报记者 董亮 杜小伟 摄

□本报评论员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在兰考焦裕禄干部学院举行

集体学习活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

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畅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做好各自工作的打算，表达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不移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的领袖和核心地位的鲜

明态度和坚定决心，激励全省上下高举旗帜、牢记嘱托、不辱

使命、继续前进，不断开创新时代河南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需要中原更加出彩”；“希望河南围绕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及竞争力，着力打好

‘四张牌’”；“在拓展更大更广发展空间的同时，努力让人

民过上更好生活”；“进一步促使党员干部像焦裕禄同志那

样，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2014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体现着对

河南发展的殷殷厚望，体现着总书记胸怀万壑高屋建瓴

的战略擘画，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真理光芒，点河南的题、破全国的局。

通向未来的密钥，蕴藏在过往的辉煌中。全省生产总

值跨越 4万亿元台阶，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 50%、

成为第一动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50%，累计 460万人

实现稳定脱贫……四年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

就，关键就在于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科学指引，一以贯之、坚定不移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指示精神，把中原更加出彩作为发展方向，以打好

“四张牌”为抓手调结构转方式，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政

治生态，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亿万中原儿女撸起袖子加油

干，奋力推进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宏伟事业。

风物长宜放眼量，行稳致远启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新形势对我省发展提出新要求，迫切呼唤新

作为、新气象。“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嘱托，把伟大复兴与中

原出彩联系起来，站位之高、谋略之远、期许之厚，既是对中

原大地为中华文明所作贡献的无上褒扬，对历届省委、省政

府带领全省人民团结奋进、砥砺前行的充分肯定，更是交付

给一亿河南人民沉甸甸的政治责任。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是

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是解决河南一切问题的行动指南。

思想是行动的总开关。开创新局面，中原更出彩，必

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切

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在政治立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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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地学习贯

彻好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指

示精神，让总书记的嘱托更加深入人心、更好指导工作，结

合新时代新形势梳理任务，在打好“四张牌”、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保障和改善民生、搞好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进一

步强化细化举措，狠抓贯彻落实，让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

指示精神化为河南发展的生动实践。

嘱托铭记心间，重任扛在肩上，我们的责任感使命感

必将更加强烈，锐意进取的信心决心必将更加坚定，砥砺

奋进的每一步必将铿锵有力，中原更加出彩的进程必将更

为磅礴壮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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