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02│要闻 2018年4月28日 星期六
组版编辑 王昺南

本报讯（记者 郭戈 郭海方）
4 月 26日至 27日，省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孙守刚在漯河市、鹤壁市调
研，强调要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
工作，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保障党的
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

在漯河市，孙守刚先后深入河
南乐通源德福信息科技、河南曙光
健士医疗器械和双汇、旺旺、统一
等企业，了解生产经营、科技创新、
市场营销等方面情况，叮嘱企业负
责人加强企业管理，加大研发力
度，增强核心竞争力。在鹤壁市，
孙守刚考察了河南仕佳光子科技、
天海集团国际高端线束出口工业
园、鹤壁国立光电等企业，他高度

评价企业在光通信、汽车电子、智
能照明等领域拥有的核心技术，指
出要不断加强自主创新，推动研发
成果转化，把产品做精做细，把企
业做大做强。

调研期间，孙守刚特别强调，非
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是全面加强党
的建设的重要方面。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充分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教育引
导广大干部职工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大力推动中央和
我省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
政策措施落地落实、见到实效，促进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为中原更
加出彩作出更大贡献。③7

本报讯（记者 栾姗）4月 27日，
全省促进工业投资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在郑州举行，副省长刘伟出席会
议并讲话。

刘伟指出，今年以来，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呈现出平稳增长、开局向
好的态势，但也要看到，全省工业经
济运行中还存在下行压力较大、投
资增长乏力、利润增速偏低三方面
的突出短板，要采取强有力措施，尽
快扭转工业投资持续下降的局面。

刘伟强调，要增强抓好工业投

资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突出抓好促
进工业投资的重点工作，促进工业
投资增速在合理区间，解决好“项目
从哪来”“建设如何推”“服务怎么
优”的问题，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
设，推动招商引资取得突破，加大工
业技改投资，培育新兴产业投资增
长点，增强产业集聚区支撑功能，着
力优化营商环境，尽快形成企业支
撑主导、项目投资活跃、政府服务高
效的工作格局，凝聚促进工业投资
的工作合力。③7

本报讯（记者 孙欣 通讯员 李
昀芝）4月 24日至 25日，最高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来豫调研新
时代检察工作。省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顾雪飞陪同调研。

张雪樵对河南检察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强调要做强法律监督主
责主业。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的
一项重要职能，在公益诉讼工作中
要加大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力
度。检察监督不能仅限于程序性
监督，要加强对人和事的监督。要
善于应用现代科技，推动新时代检

察工作创新发展。
在豫期间，张雪樵还调研了跨行

政区划检察改革，参加了民法典编纂
研讨会，为河南检察公益诉讼研究院
揭牌。

据悉，河南检察公益诉讼研究院
由省检察院、郑州大学、国家检察官
学院河南分院合作筹建，是我省首家
由检察机关和高校共同组建的公益
诉讼专门研究机构。该院将通过公
益诉讼专题调研、典型案件分析、出
版公益诉讼年度报告等形式，推动我
省检察公益诉讼的开展。③3

孙守刚在漯河鹤壁调研时强调

创良好营商环境
促非公经济发展

突出抓好促进工业投资的重点工作

做强法律监督主责主业

（上接第一版）
陈润儿强调，要坚持守土尽责，

努力形成黄河防汛抗旱的整体合
力。加强组织领导、健全责任体系、
搞好协调联动、严明工作纪律，将黄
河防汛抗旱机制这一巨大政治优
势、宝贵实践经验保持和发扬下去，
为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会上，水利部副部长雷鸣山作了

讲话；黄河防总常务副总指挥、黄委
主任岳中明主持并作工作报告；陕西
省副省长魏增军、河南省副省长徐
光、西部战区副参谋长赵金松和中部
战区、北部战区及沿黄省(区)有关负
责人等黄河防总各位副总指挥或代
表先后发言，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宋
存杰出席会议。青海、甘肃、宁夏、内
蒙古、山西、陕西、山东七省（区）防指
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会。③7

2018年黄河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上接第一版）以过硬本领履职尽
责。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河南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
打好“四张牌”、让中原更出彩，当好
助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增进民
生福祉的实干家、推动工作落实的
监督员、凝聚智慧力量的连心桥，以
担当作为展示风采。要坚持守纪律
讲规矩重品行，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以优良作风做好“委员作业”。政协

机关要强化服务意识，高标准高质
量高效能做好工作，为委员履职创
造良好环境和条件。

经省委同意，培训班拟分三期
举行，组织 521名新任省政协委员
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
习新修订的宪法、政协章程，学习人
民政协理论、省情以及委员履职规
则、基本要求等。③7

努力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

传承三国文化 擦亮曹魏名片
——写在许昌第十二届三国文化旅游周开幕之际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曹魏文化、曹魏古城、绿色生态、全
域旅游，带来非同寻常的感受和震撼；构
思精巧的 Logo、呆萌可爱的 IP形象，
赋予了许昌文化旅游新符号、新概念。

曹魏风，三国情，许昌行。4月 28
日至5月3日，一年一度的三国文化旅
游周如约而至，盛情的许昌发出文化
之约：欢迎海内外宾朋来到许昌，“走”
进三国名城。

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旅游盛宴

从文艺巡演到名家讲座，从非遗
展示到旅游探访，从创意大赛到经贸
洽谈，无不氤氲着曹魏文化的古韵悠
长、宜居莲城的现代开放。

本届三国文化旅游周举办开幕
式、招商、文化、旅游等5大板块 25项
活动，在挖掘许昌特色中展现城市文
化，在整合文旅资源中彰显城市魅力。

游客到访许昌三国文化旅游周，

既可参与三国文化交流对话、研学游
启动仪式、“舌战群儒”电视辩论大赛
等交流型学术盛会，也能大开眼界沉
醉于建安书场活动、戏说三国情景剧
演出和“好戏连台”惠民活动；既能以
花为媒，参加绽放三国·花都之春系列
花事、首届首山油菜花旅游文化节等
系列活动，又可大显身手，参与“钧都·
寻找小窑匠”、曹魏古城首秀等活动，
通过文化与旅游、科技的完美融合，带
来精彩的文化旅游盛宴。

本届三国文化旅游周首次发布了
Logo和 IP形象。Logo用 3条绚丽的
彩带与旅游资源相结合，寓意依托许
昌三国文化旅游周使文化旅游大放光
彩。IP形象包括大瞒和小瞒两款，分

别选取曹魏时期文官、武将人物形象
和服饰配饰元素进行设计，突出了亦
正亦奇、一文一武的人物特点。

一张底蕴厚重的城市文化名片

区域经济、城市经济的发展，已从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城市资源、规
模竞争演变为如今的城市文化软实力
竞争。

从 2007 年到 2018 年，连续举办
十二届的许昌三国文化旅游周，已经
成为中部地区乃至全国有名的节会品
牌、城市符号，成为一张闪闪发光的城
市文化名片。

“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许昌。”许昌
的曹魏文化具有垄断性，全国 300处

三国文化遗址中，许昌一家就占了80
处；全省列入三国名胜古迹景点 20
个，许昌独占14个。登上曹操与王公
贵胄狩猎的射鹿台，流连于当年曹操
与刘备煮酒论英雄的青梅亭，驻足在
当年关羽夜读《春秋》的春秋楼，仿佛
穿越千年，梦回汉魏。

作为一座底蕴厚重的历史文化名
城，许昌素有“魏都”“花都”“钧都”“烟
都”“药都”等“五都”“四乡”之美誉。近
年来，许昌市委、市政府依托曹魏文化、
生态文化、钧瓷文化等独具特色的旅游
资源，着力打造了“曹魏古城——智慧
之旅”“宜居花城——休闲之旅”“神垕
古镇——体验之旅”三张旅游名片，城
市活力与日俱增，生态环境优美宜居，

全域旅游如火如荼。
一届届三国文化旅游周的举办，

为许昌市民带来了上百场丰盛的文化
盛宴，累计数百万名学生、市民参与征
文、书画展、艺术演出活动，三国故事
中蕴含的智慧与诚信深入许昌市民心
中，为三国文化名城的打造与建设，营
造了良好氛围。

一条开拓奋进的文化跨越之路

文化，城市魂之所在。“文化强市”
者，一曰文化强大之市，二曰文化让城
市变强，二者均印证了文化的力量：它
赋予一座城市意义和光彩，提升一座
城市的品质和内涵，更能为城市发展
带来“强盛”的力量和引擎。

文化如水，润泽万物；文化如歌，和
谐共振。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社会
的全面发展。2017年，全市GDP总量
达到2642.1亿元，居全省第四；GDP增
速8.7%，排名全省第一。在《中国城市
竞争力报告》(2017)中，许昌综合经济
竞争力在全省仅次于郑州居第二位。

许昌市委、市政府把文化理念融
入城市规划建设的全过程，“以文化对
接产业，让资源变成资产”，擦亮特色
文化品牌，带动产业繁荣发展，走出了
一条从文化资源大市向文化资源强市
的跨越之路，跻身全省文化产业综合
实力第一方阵。

许昌市政府主要领导说，按照“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简朴务
实”的原则，本届三国文化旅游周将着
力打造许昌“曹魏故都、智慧之旅”的
品牌形象，吸引更多的游客和客商来
许昌观光旅游、投资创业，推动许昌成
为三国文化研究的重要阵地和旅游目
的地，进一步推动许昌文化旅游产业
的繁荣和发展。

（上接第一版）实际上是给发展树立了
一个前提，给产业树立了一个标杆。”

“要设立生态这个禁区，也是为如何发
展指明路子。我们搞的开发建设必须
是绿色的、可持续的。”

重庆—武汉，两次座谈会相隔800多
个日夜。党中央的要求是否落地有声？
时代的考卷能不能按期完成？习近平
总书记专程到实地走一走、看一看。

考察的几个地方，不约而同拿出了
两年前的老照片。

“化工围江”难题，解得开吗？宜昌市
的兴发集团新材料产业园，灰黄色的老照
片上，临江一片厂房，将长江挤压得喘不
过气来。经过搬迁拆除，如今腾出近千米
岸线，岸边垂柳依依。漫步沿江码头坡
道，习近平听闻宜昌推动沿江134家化工
企业关、转、搬，引导向高端产业发展，他
赞许地说，这样做才是领会党的十九大精
神，才是贯彻新发展理念。

“非法砂石”屡禁不止，刹得住吗？
地处长江干流河滩的岳阳市君山华龙码
头，总书记仔细端详两幅照片。前一幅
污水横流，分辨不出哪儿是砂石、哪儿是
江岸。后一幅，芦苇铺绿、水清河晏、江
豚腾跃。若不是岸边一根桅杆，根本看
不出是同一个地方。习近平走进江边的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监测
站，工作人员想给总书记看看保护区的
麋鹿，只见一头壮硕的麋鹿悠然吃草。
听说一群候鸟至今没飞往北方，总书记
笑着说，它们恋恋不舍。

自荆州港码头乘船，沿江而下。途
中，湖北省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
部、水利部等负责同志逐一向总书记作汇
报。护岸、修滩、固坝、疏浚……地图上，
有座江心洲并不起眼，它的变迁却是长江
生态修复的一个缩影：“名叫倒口窑心滩，
过去是黄沙漫天、寸草不长的沙洲，现在
草长莺飞，牛羊也会涉水过去。”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成绩却只
有寥寥数语。他说，我这次沿途看了一
下，确实很有成效。“非法码头959座彻底
拆除，402座已经基本整改规范……”他
对这些数据信手拈来。“共抓大保护的格
局基本确立。也并没有因为强调以大保
护为前提，而使经济发展速度受到影响。”

会上，总书记和发言的7位同志，都
用了很大篇幅讲问题和差距。对自己
辖区和分管领域存在的问题，发言的代
表们剖析起来丝毫不留情面。

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习近平
一一指出：“沿江产业发展惯性大，污染
物排放基数大。长江岸线港口乱占乱
用、多占少用、粗放使用的问题依然突
出，流域环境、风险隐患依然突出。现
在还是没管住！”

党的十九大后，对长江经济带发展
的第一次系统部署，将释放哪些新信
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秣马厉兵，清
扫战场。大保护工作也是兵马未动粮
草先行。这个粮草就是思想认识。此
行就是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同时进行分
类指导、综合施策。”

风雨兼程，望闻问切
人类的每一段文明，都离不开大江

大河的哺育。
世界从工业文明跃迁到生态文明，

大势浩浩汤汤。顺势而为，方能行稳致
远。习近平在座谈会上拿出了行之有
效的方子：“新发展理念要体现到长江
经济带发展中。”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此
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起这些词。考
察途中，他在车上说到“共享”，即兴念
起人们耳熟能详的诗句：“‘君住长江
头，我住长江尾。’上中下游共进退，一
损俱损，一荣俱荣。”

26日上午，武汉烽火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习近平总书记伫立在企业的海外
布局图前凝视。越来越多的高新企业到
海外落地深耕，他讲起考察观感时说，长
江经济带是“一带一路”的主要交汇地
带，要统筹沿海沿边沿江和内陆开放，培
育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

讲得最多的是创新。世界局势风
起云涌，习近平总书记此行反复讲创
新、讲“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
里”，意味深长。

24日下午，三峡坝区，习近平总书
记乘车来到这座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
程。顶着如织细雨，他看得细、问得细。
坝顶一览众山小、左岸坝首绿地郁郁葱
葱、通航船闸和升船机气势恢宏、左岸电
站昼夜不息将电能输送八方……两个多
小时转瞬即逝。望着一张张朝气蓬勃的
脸庞，望着载入史册的伟大工程，此情此
景，总书记充满了感情：

“我感到很激动，信心倍增。国家要
强大、民族要复兴，必须靠我们自己砥砺
奋进、不懈奋斗。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
缘是化不来的。要通过自力更生，倒逼自
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试想当年建设三峡
工程，如果都是靠引进，靠别人给予，我们
哪会有今天的引领能力呢！行百里者半
九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会是欢欢
喜喜、热热闹闹、敲锣打鼓那么轻而易举
就实现的。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大国重
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一路风雨兼程，一路望闻问切。座
谈会布局之前集中调研，座谈会部署之
后察看进度，有始有终的工作方式渐为
人们所熟知。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航道整治
工程竣工，过去险象环生的九曲十八弯，
大船也能远航。总书记站在甲板上，细雨
湿了发梢，大风吹皱衣襟。他详细询问：

“船上生活用水还是直排吗？”“非法码头
取缔，有奖惩措施吗？”“老旧航船拆解以
后回收吗？”“环保堤岸成本多少？”……

曾几何时，沿岸各唱各的调，衔接
不协调。“执法队伍由哪些部门组成？”

“交通部门、环保部门、海事部门等，几
家联合执法。”

尝到了协同行动的甜头，相关部
门、相邻省份期待更密切合作，开展全
流域协同治理。习近平总书记表示：

“不能无序化，要管得住。我们的执法
力要强，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要高度统
一。”“长江经济带不是一个个独立单
元，要树立一盘棋思想。”全面协调协作
的理念，在座谈会上被重点提出。

两年前，总书记谆谆告诫，在生态

环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
观、整体观，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
寅吃卯粮、急功近利。

此次座谈会，他进一步细分为处理
好五组关系：“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关键是要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
点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
谋划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
动能、自我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

快与慢、加与减、破与立、当下与长
远，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述深入浅出，妙
用比喻。

“治好长江之病还是用老中医的办
法，追根溯源、分类施策。开展生态大
普查，系统梳理隐患和风险，对母亲河
做一个大体检。祛风驱寒、舒筋活血、
通络经脉，既治已病，也治未病，让母亲
河永葆生机活力。”

“积极稳妥腾退化解旧动能，为新
动能发展创造条件、留出空间，实现腾
笼换鸟、凤凰涅槃。鸟得舍得换。原来
的鸟飞了，笼子腾空了却没有新动能进
来，不行；眼神不对，换进来的鸟对生态
整治有弊无利，也不行。”

思想引领前行，战略布局未来。“使
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生力军”，新的号角吹响了。

踏石留印，不负未来
“非知之难，行之惟难。”
循着逶迤的江岸望去，有平畴沃野，

也有峰峦竞秀；有国际门户，也有贫困深
山。长江经济带体量庞大、情况复杂：覆
盖11个省市，约占1/5国土面积，聚集的
人口和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都占40%以
上。习近平总书记说，长江经济带发展事
关重大，每一步都要稳扎稳打。

是不作为、慢作为，还是敢作为、善
作为？考验着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
个队伍对党中央、对人民的态度。座谈
会上，三位省市委书记发言时，讲到了
上游意识、中游任务、下游作用，不是相
互推诿，而是主动担责；相关部委负责
同志讲到各自工作，分工明晰，各有侧
重，对下一步的工作考虑切中肯綮。

牵住体制机制的“牛鼻子”，结合机
构改革、职能转换，长江经济带发展进
一步明晰职能：

“落实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
实的管理体制。中央管两头，一头在政策
资金方面创造条件，一头是加强全流域、
跨地区的事务协调和督促检查。省一级
要承上启下，把大政方针决策部署转化为
实施方案，加强指导和督导。市县层面，
因地制宜推动工作落地生根。”

是一张蓝图绘到底，还是改弦更张、
另辟蹊径？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政绩观，
也决定了事业成败。“一体学习、一体贯
彻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
精神，在思想上补课，在工作中补缺。”一
位省委书记在发言中谈到了他对一张蓝
图绘到底的理解和落实。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是系统工
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习近平总书
记谈到了干部的政绩观：“要有‘功成不
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
的历史担当。我们都是其中一个建设

者。做好顶层设计后，只要一锤接着一
锤敲，必然大有成效。”“对环境的贡献
也要写入功劳簿，以此作为重要指标考
量干部的奖惩。”

干事创业靠人，牵挂的也是人。
总书记考察期间的两段对话，一问一答
令人印象深刻。

兴发集团安置了4500多位三峡库
区移民就业，习近平总书记记下了这个
数据。当一群员工欢呼着围拢过来时，
总书记问他们：“你们中间有移民过来的
吧？”“有！”很多员工高声回答。“搬到这
里怎么样？顺利吧？”“顺利！”

紧邻三峡大坝的夷陵区许家冲村，过
去管不住斧头、守不住山头，如今漫山遍
野的脐橙、茶、核桃成了金疙瘩。村里的
便民洗衣池，也是生态建设的细微一环。
一群洗衣的村民惊喜地看到了总书记。

“日子过得好吧？”听到总书记询
问，一位白发如雪的老人，皱纹笑成了
一簇花：“非常好！”

“现在有没有小康了？”“有！我们
现在过的就是小康生活！”

笑声里，已经迈开步子向前走的总
书记转身对她们说：“看你们日子过得
好，我高兴！”

岳阳，城陵矶水文站，这里是洞庭湖
及长江流域防控和水安全的关键。35.94
米，1998年特大洪水的标示线镌刻堤坝
上。水患，民生之大患。

水文站站房是一个两三平方米的
小亭子，习近平总书记沿栈桥走进站
房，俯身察看跳动的数字，了解水位监
测系统运行和水文资料分析情况。他
走到狭窄的站房外长廊上，举目远眺。

但见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江流纵
横、草甸青翠。

……
人才是第一资源。
座谈会上，习近平搬出了在武汉东湖

高新区参观时听到的一组数字，给武汉算
算人才账。“80多所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
100多万人，去年30万大学生留下工作。
这是一笔宝贵资源。要把科教优势、人才
优势转化为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优势。”

三峡工程汇聚了一批高精尖人
才。上百位企业员工看到总书记的欢
呼声，沸腾了大坝。“正是因为我们过去
靠自己迎难克坚，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不仅建设了三峡，还培养了一批人才
队伍、掌握了全面的自主创新技术，我
们现在开发了一个又一个的‘三峡’。”
习近平话音刚起，上百位员工就和总书
记一道，齐声说出那些他们用汗水浇灌出
来的工程：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
透着自豪的嘹亮声音响彻旷野。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为你们感到骄
傲，为我们国家有这样的能力感到自
豪。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上下同心，13
亿多中国人齐心合力共圆中国梦。

左岸坝首绿地，习近平总书记挥锹
培土，种下一棵楠木树。他仰起头，凝
视繁茂的树冠，新发的枝叶在春风里沙
沙作响。把江水衬得翠似碧玉的生态
林，和苍莽的群山、壮阔的江流交相辉
映。新的长江故事翻开了篇章……

（据新华社武汉4月27日电）

为了一江清水浩荡东流

（上接第一版）2014年至 2017年，央庄
村以虚报享受福利人数的形式套取资金
28.2万元，用于购买烟酒、礼品等。因央
庄村委会监管不力，造成村民白某某于
2014年 9月私自使用村集体石子30余
立方米，另一村民白某某于2017年3月
擅自向修建道路公司提供村集体粉煤灰
35车。2018年3月30日，经武陟县纪委
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李小才留党
察看一年处分，央庄村村委会主任白小
升、支部委员兼报账员白长军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追缴李小才、白小升经手支出
的购买礼品款各7.5万元。

三门峡市灵宝市尹庄镇寺洼村党
支部书记陈增力违规向群众收取建房
保证金等问题。2006年至 2010年，在
寺洼新村建设中，陈增力违规收取本村
143户群众建房保证金共 23.15 万元，
未纳入财政账户管理，在退还已建成住
房村民每户 1000元不等保证金后，共
剩余建房保证金14.35万元。2017年，
陈增力违反工作纪律，未对本村易地搬

迁贫困户进行认真筛选核实，致使5户
村民违规享受国家易地搬迁扶贫政策；
陈增力在寺洼新村自己宅基地上建房
时，违规多占67.2平方米。2018年3月
30日，经灵宝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决定给予陈增力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
令其退还群众14.35万元建房保证金。

引以为鉴，举一反三。省纪委监察
委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着力解决
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作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
有效途径和有力抓手，动真碰硬，从严
从实，确保各项政策和资金不折不扣落
到实处。对工作不力、履责不到位的党
委（党组），实行“一案双查”“一案双
究”，既追究直接责任，又追究领导责
任；既追究主体责任，又追究监督责任。

忠诚履职，务求实效。省纪委监察委
强调，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本着对党
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民解难的态
度，扎实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尤其要
对扶贫领域贪污侵占、行贿受贿、虚报冒
领、截留挪用、挥霍浪费、吃拿卡要、优亲厚
友等行为快查严惩，决不姑息，进一步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加大对“蝇贪蚁
腐”典型问题通报曝光的力度，形成有力
震慑，持续传递正风反腐的强烈信号。③7

省纪委监察委曝光四起侵害群众利益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