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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敏

近日，2018年河南 12件重点民
生实事公布，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要达 210天以上。打赢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战，吸收利用清洁能源是一个
切实可行的好办法。为让大家能用
上“清洁电”，一群人在默默贡献着自
己的力量……

2月 28日下午，
国网河南电力公司
检修公司灵宝换流
站调度控制室的电
话铃声响起。“现在
有一项临时功率计
划，请你站查收，确
认无误后执行！”这
已是值班长袁渊当
天接到的第 15次临
时功率变更计划。

作为连接西北、
华中电网的枢纽通
道和我国西电东送
的关键通道，我国首个背靠背直流输
电工程——灵宝换流站，在吸纳清洁
能源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网河南检修公司运维检修部
副主任董武亮说：“我国西北部地区
拥有丰富的清洁能源，但当地消纳能
力有限，如何将西部的富余清洁能源
输送到急需清洁能源的中东部加以吸
收利用，是一个现实而急迫的问题。”

为了消纳西北清洁能源，国家电
网公司开展清洁电能“现货交易”，实
时输送上游的清洁电能。从去年11
月开始，在原有业务的基础上，灵宝
换流站承担起“清洁能源跨区域优化
调节”的任务。

“如果把电力线路比作管道，换
流站就是这条管道上的关键阀门。”

灵宝换流站副站长陈
炳华说，下游需要多
少电能，上游才能供
应多少电能，为了达
到供需平衡，就需要
不间断地调整功率。

别小看“调整功
率”这四个字。袁渊
说：“每一次功率调
整，都要计算功率变
化率，具体到每分钟
调整多少兆瓦，需要
反复核对并进行 13
次操作。”据统计，去
年11月份以来，该站

先 后 正 确 无 误 地 完 成 了 1868 次
24824 项操作，其中 37%为夜间操
作，64%的操作为临时命令。

3个多月来，灵宝换流站实际输
送电能 25.16亿千瓦时，较计划多输
送电能 3.2亿千瓦时，相当于为河南
减少排放粉尘 8.7 万吨、二氧化硫
0.96万吨、二氧化碳31.8万吨和氮氧
化物0.48万吨。③4

“清洁电”让蓝天常驻中原

两个女儿远在千里
之外，一眨眼工夫
都‘回家’了，这在
过去想都不敢想，
社会发展太快了！”

田秀珍感叹

□本报记者 沈剑奇

3月 1日，临近元宵节，许昌市建
安区处处张灯结彩。但60岁的田秀
珍却没工夫去看灯，她正在厨房忙前
忙后，张罗着团圆饭。

看着满桌丰盛的菜肴，田秀珍不
禁回忆起以前吃团圆饭的情景。为
了备好团圆饭，一家
人提前几个月就得
勒紧裤腰带攒下油
票、肉票。“虽然只有
萝卜馅的饺子，但一
年里就盼着这顿饭
呢！”田秀珍说。

如今满桌的美
味在田秀珍看来却不
稀罕了。“现在生活条
件好了，好多以前没
见过没听过的进口食
品和水果，也都走进
了千家万户。”

说话间，一阵急
促的敲门声，是大女儿从车站回来
了。大女儿在武汉工作，一下班就搭
乘高铁往家赶，只用两个小时便到
了。从绿皮车到动车组再到高铁，回
家的路越来越近。最初田秀珍还有
些舍不得女儿留在外地，如今“说走
就走的回家”让田秀珍乐开了花。

人到齐了，斟茶动筷，团圆饭开
始。

刚吃上几口，微信视频铃声响
了，田秀珍会心一笑，有些笨拙地点
开。“妈，你们都吃的啥好吃的，也不
给我留点。”视频那头的小女儿嗔怪
妈妈把自己忘了。田秀珍拿起手机，
故意炫耀了一番自己的厨艺。

因为工作忙碌，小女儿不能回家
团圆，于是就想出了远程视频的主

意，来一场团圆饭直
播。今年 34 岁的她
研究生毕业后和丈夫
一起在深圳近十年，
两人一起奋斗打拼，
在异乡渐渐站稳脚
跟，今年终于搬进了
属于自己的新家。田
秀珍笑呵呵地说：“幸
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只要肯努力，就能过
上好日子！”

团圆饭的主角这
下才算是真正到齐
了，一家人对着手机

屏幕拉起家常，仿佛围坐在一起。
田秀珍感叹：“两个女儿远在千

里之外，一眨眼工夫都‘回家’了，这
在过去想都不敢想，社会发展太快
了！”

兴致勃勃的田秀珍提议一家人
举杯同庆。视频内外，新年祝福、深
深思念伴着美味佳肴，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在欢声笑语中愈加坚定。③5

别样团圆别样圆

每一次功率调整，
都要计算功率变化
率，具体到每分钟
调整多少兆瓦，需要
反复核对并进行13
次操作。”

值班长袁渊说

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方向和原则至关重要。坚持什么

样的改革方向、遵循什么样的改革原

则，决定着改革的性质和最终成败。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强调改革必须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优化协同高

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原则。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就要牢牢

把握深化机构改革的四个原则，增强推

进改革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党的全面领导是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的根本保证，完善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的制度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努力形成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

必须突出这个最本质特征、发挥这个最

大优势。只有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

统领，把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贯穿

改革各方面和全过程，优化党的组织机

构，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确保党的领

导更加坚强有力，才能不断提高党把方

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

力。

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根本宗旨所

在，是党的一切工作所依，是我们必须

坚持的改革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

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

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把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

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在各方面

制度安排上。只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完善为

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保障人民

权益、倾听人民心声、接受人民监督的

体制机制，才能为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

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优化协同高效是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的着力点，改革的目标是构建系

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

家机构职能体系。优化就是要科学合

理、权责一致，协同就是要有统有分、有

主有次，高效就是要履职到位、流程通

畅。只有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发展所

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优化机构设置

和职能配置，加强配合联动，提高效率

效能，避免政出多门、责任不明、推诿扯

皮，下决心破除制约改革发展的体制机

制弊端，才能使党和国家机构设置更加

科学、职能更加优化、权责更加协同、监

督监管更加有力、运行更加高效。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

的基本方式，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必须以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坚持在法治轨

道上进行，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

促进，依法依规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

能。既要发挥法治规范和保障改革的

作用，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做到重大改

革于法有据，又要通过改革加强法治工

作，做到在改革中完善和强化法治。

“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四个原则，既

是深化机构改革的认识论，又是推进机

构改革的方法论，是改革沿着正确方向

推进的重要保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牢牢把握、始终遵循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不

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

实，我们就一定能确保完成各项改革任

务，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平，为形成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创造有利条件。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牢牢把握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原则
——二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孙俊旗

欢快的锣鼓敲起来，幸福的日
子舞起来。元宵节前夕，尉氏县邢
庄乡社区广场彩旗招展，该乡第一
届文化节正在这里热闹举行，慕名
前来观看的群众把开阔的广场围得
水泄不通。

舞台上，邢庄乡群众自发组织的

17支文艺队盛装登场，欢快优美的舞
蹈、激情澎湃的盘鼓、悦耳动听的唢
呐、热情奔放的大秧歌……现场观众
时而热烈鼓掌、时而捧腹大笑，演出现
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小伙子，你给俺媳妇拍个照吧，
你看，就是后面打镲的那个，齐整
不？”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拉住正在
人群中拍照的记者。老太太姓侯，是
鳌头吕村村民。她说，自己今天来一

是看热闹，最重要的是看自己媳妇的
表演，给村里的文艺队加油。舞台
上，媳妇鼓镲活力四射；舞台下，老太
太乐得合不拢嘴，融洽和谐的婆媳情
溢于言表。

邢庄乡蜜蜂赵社区文艺队一下子
表演了 3个节目，且都获了奖。组织
者许巧玲格外兴奋，她说：“为准备这
次表演，文艺队成员晚上吃过饭就聚
在广场上排练，谁还有工夫去打麻将、

家长里短地对别人闲言碎语呀，大家
可团结啦！”

“乡里组织这活动好，咱老百姓过
年就是图个喜庆、图个热闹，越热闹这
日子越红火！”人群中，正踮着脚尖观
看演出的村民郭永福说。

“虽然这乡土气息十足的文化节
演出时间很短，但鼓起了全乡农民的
精气神，吹响了乡村振兴的号角！”邢
庄乡党委书记李林涛表示。③4

美丽乡村舞起来

▶

3月 1日，方城县举办“春满中
原”民间舞蹈展演大会。来自全县各乡
镇的民间艺人轮番上场表演，为群众送
上了精彩文化大餐。⑨3 程远景 摄

▼2月28日，平顶山市第33届民
间艺术表演赛举行。来自12支代表队
的400余名演员为群众表演了精彩的
民俗文化节目。⑨6 古国凡 何洋 摄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全
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2月28
日一经发布，立刻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面
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锐意改
革，确保完成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各项任务。

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
公报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首要任

务是，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加强党对各
领域各方面工作领导，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确保
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江西财
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始发说，“只有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才能始终正确把握改革的力度、深
度和进度，才能协调好因改革带来的利益冲突，解
决影响中国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让党的领导全覆盖，各项工作的主线才能更
加清晰。长期工作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安徽省金寨
县花石乡党委书记王玉宝认为，基层各项工作的
推进离不开党组织的坚强领导。“通过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党组织将凝聚起强大的向心力，集中
力量解决最紧迫、最棘手的问题，夺取脱贫攻坚之
战的伟大胜利。”

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
公报提出，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

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同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
要求还不完全适应，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国防科工局广大党员干部
认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党的
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

公报指出，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机构设置
和职能配置，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

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长王志刚表示，转变政
府职能，不能仅仅满足于让人民群众、企业“少跑
腿”，更要让政府部门“办事快”。“我们将以企业和
百姓的切实需求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建设
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他说。

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公报提出，治理好我们这样的大国，要理顺中央

和地方职责关系，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关系十分重大和特殊。”青

海民族大学经济学教授陈文烈说，一方面，中央加强
宏观事务管理和各项制度顶层设计，可以集中力量
办大事，最大程度彰显制度优势；另一方面，要充分
考虑地区差异、发展差异，让地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

公报提出，要统筹优化地方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构建从中央到地方运
行顺畅、充满活力、令行禁止的工作体系。

河南省卢氏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发生率居全省之首。卢氏
县横涧乡党委书记李敏霞说，公报对我们今后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作为基层乡镇党委书记，我们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确保党的
政策在基层得到有效落实。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神，确保完成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各项任务，不断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
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奋力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推向前进，为开创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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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舞龙腾

本报讯（记者 何可）记者从 2
月 28日召开的郑州市卫生计生工
作会上获悉，郑州一般人群和重点
人群的家庭医生签约率目前分别达
到59.9%和 72%。郑州市卫计委负
责人表示，今年将重点提升签约服
务质量，推行家庭医生智能化签约
工作。

据统计，郑州市已组建签约服
务团队 1933 个，目前签约居民为
518.9 万人，签约率 59.9%；重点人
群签约177万人，签约率72%，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签约服务实现全覆盖。

据悉，在签约率上，郑州市已走
在全省前列。郑州市卫计委负责人
表示，2018 年，要做实做细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做到提质增效，逐步提
高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感受
度和满意度。在具体工作中，将加

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平台建设，探
索通过签约服务平台、手机客户端、
微信等多种信息化手段，开展智能
化签约和在线预约、在线咨询及健
康教育等服务，目前相关试点已经
展开。

据了解，郑州市新增了健康
管理、日间照料和转诊等个性化
的卫生健康服务内容。每个签约
周期内，服务团队对签约家庭进
行 1次健康状况评估，根据评估结
果制定个性化健康服务计划；建
立孕产妇、儿童等重点人群微信
群，定期发送健康知识；为老年人
和慢性病人提供每年不少于 4 次
的健康咨询和分类指导服务；对
空巢老人、行动不便和有需求的
群众提供上门换药、代配药、用药
指导、家庭药箱整理、家庭康复指
导等服务。③7

郑州近六成居民签约家庭医生

3月1日，一名工作人员（左二）在展会上向参观者介绍金属3D打印的
零部件。当日，2018亚洲3D打印和增材制造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开幕。国内外3D打印行业企业将在展会上全面展示3D打印行业最新
技术进展和产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