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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屈芳）5 月 2 日下
午，省长陈润儿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
会议，听取关于进一步清理省政府工
作部门行政职权情况的汇报；传达全
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推进会
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等。

会议指出，清理调整行政职权，是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政府职能
转变的一件大事。这是依法行使权力
的要求，有利于各级政府部门进一步
增强法治观念，依宪施政、依法行政；

是依法下放权力的要求，有利于正确
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政府职能
归位、让市场作用到位；是依法约束权
力的要求，有利于让政府权力自觉接
受人民监督、更好在阳光下运行。在
清理调整中，要坚持“全面清理、应减
尽减，职权法定、严控新增，上下对
应、相对统一，权责一致、放管结合”
的原则，进一步在职权事项的减少、规
范、约束上做好文章，最大限度压缩权
力寻租的空间，也为推进党政机构改

革做好充分准备。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三农”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全国
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推进会议
精神。首先要提高思想站位，要深刻
认识到，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
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基础工作，是维护
农民利益的制度要求，是促进社会和
谐的制度保障。其次要明确改革目
的，通过改革做到“三清”：资产底数要
查清、权属关系要理清、管理责任要厘

清。第三要突出重点环节，紧紧扭住
资产的清理环节、核实环节、上报环
节，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农村集体
资产清产核资任务。有关部门要高度
重视，加强组织领导，保障工作经费，
尽快全面启动、稳妥有序推进。

会议还研究了 2017 年度市县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产业集聚区考核评
价结果等其他事项。

副省长徐光、戴柏华、何金平、刘伟，
省政府秘书长朱焕然出席会议。③6

暮春花似锦，攻坚战正酣。
3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2017年省级

党委和政府脱贫攻坚工作成效考核情况汇报时强
调：“未来三年，历史性地解决中华民族千百年来
的绝对贫困问题，让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同全
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社会，是我们必须完成的重
大任务。”

新一轮脱贫攻坚战，已进入决战决胜的总攻
期。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干部
群众不懈奋斗，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577.7万
群众摆脱贫困，贫困发生率从 9.28%降至 2.57%；
兰考、滑县、舞阳顺利脱贫摘帽。2017年的国家考
核中，我省进入“较好”行列。

行百里者半九十。“翻身仗”来之不易，但也要
清醒看到，我省的脱贫攻坚任务仍然艰巨，仅今年
一年，就要完成 110万人、33个县脱贫摘帽以及
6.29万人易地搬迁的任务。在不久前召开的省委
常委会会议上，省委书记王国生明确指出，要以问
题为导向，丝毫不能把扶贫的任务看轻了，丝毫不
能把存在的问题看轻了，丝毫不能把能力不足的
问题看轻了，真正把脱贫攻坚各项决策部署不折
不扣落到实处。

以三大建设为抓手
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证

内乡县余关镇子育村，脱了贫的张定林老人
手书对联：“天高山高难超党恩高，爹亲娘亲怎比
组织亲”；嵩县所有已建成的易地扶贫安置点，最
醒目的位置都刻着“永远跟党走”；舞阳县侯集镇
余庄村贫困户杜海欣，拉着即将卸任的挂职干部
王凤林久久不愿松手……在广袤的中原大地，鲜
红的党旗高高飘扬在脱贫攻坚一线。

脱贫攻坚，党的领导是根本。2017年以来，我
省坚持把加强党建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五级书
记抓脱贫攻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基本形成，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组织保证、作风保障和能力支
撑日益增强。

以组织建设筑起脱贫“主阵地”。去年以来，我省对673个软弱涣散贫困
村统一派驻整顿工作队，不转化不脱钩，目前大部分已实现转化升级。同时，
分两批派出2.5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并在所有贫困村和扶贫任务较重的非贫
困村建立3.89万个村级脱贫责任组，确保只要有贫困群众的地方，就有党组
织的坚强领导和关怀。

以作风建设打通“最后一公里”。2017年以来，我省构建起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责任体系，“转作风、抓落实”贯彻脱贫攻坚始终。履新一月内，省委
书记王国生就先后到信阳、洛阳、安阳等地调研脱贫攻坚；今年以来，省长陈润儿
多次到贫困地区走访调研，带动各级党员干部真正把扶贫职责扛在肩上、抓在
手上。2017年，全省对脱贫攻坚中存在问题的1828名干部进行了责任追究，
对工作不力的124名驻村第一书记进行召回。通过以上率下、常抓严管，“以
作风攻坚促脱贫攻坚”日益成为扶贫干部的行动自觉。

以能力建设打造攻坚“主力军”。当前，措施得力、扶贫有方的党员干部已不
在少数，但在一些地方，扶贫干部决心大、办法少的问题依然存在。（下转第三版）

陈润儿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研究

进一步清理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
做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

新华社北京 5 月 2 日电 纪念
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将于 5月 4
日上午 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
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

际广播电台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
新华网、央视网、中国网和人民日报客
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
也将同步直播。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
将于5月4日上午在京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本报记者 陈小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共青团和青年工作，提出了
一系列新思想、新指示、新要求，为新
时代共青团和青年工作指明了方向。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让中原更加出
彩”的嘱托，极大鼓舞和激励了全省青
年锐意进取、砥砺奋进的信心和决
心。河南共青团始终牢记总书记嘱
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紧紧围绕“中原更出

彩 青春正飞扬”的时代主题，团结带
领全省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让中
原更加出彩的宏伟事业，青春共筑梦、
勇做弄潮儿，用理想、奋斗、智慧和激
情，谱写出壮美的青春华章。

新思想引领青春航向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青年，是新时代的呼唤，更
是共青团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

（下转第三版）

牢记嘱托跟党走
青春出彩新时代
——全省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综述

5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大学考察。这是习近平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与正在就“解读新时代”进行座谈交流的中外学生亲切交谈。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在五四青
年节和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日
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
大学考察。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北
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
向全国各族青年、向全国青年工作者
致以节日的问候。他强调，坚持好、发
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
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项长
期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
斗。广大青年要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生力军，肩负起国家和民族
的希望。高校要牢牢抓住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任务，坚
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建设高素质教
师队伍，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努
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季春时节，北大校园鲜花盛开，草木
葱茏，生机盎然。上午9时许，习近平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
校长林建华陪同下，首先来到临湖轩，
参观“新时代——北京大学近五年成
就展”。古色古香的临湖轩里，一块块
展板图文并茂，一组组数据清晰直
观。习近平认真听取情况介绍，仔细
察看北大在文理科学科成就、人才培
养、队伍建设、国际交流、社会服务等
方面重要成果展示，对北大取得的成
绩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党的十八
大以来，北大继承光荣传统，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成果丰硕，双
一流建设成效显著，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成绩突出，学校发展思路清晰，办学
实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看了令人欣
慰。他强调，国家发展同大学发展相
辅相成。我们要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办

好高等教育，办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
要在体现中国特色上下功夫。

临湖轩北侧的小庭院，紧邻未名
湖，景色宜人。习近平来到庭院，看望
部分资深教授和中青年教师代表，并同
他们亲切交谈。他们当中既有邓小南、
王缉思、林毅夫、钱乘旦、申丹、杜维明、

安乐哲等资深老教授，也有彭锋、渠敬
东、余淼杰、蒋朗朗等优秀中青年教
师。习近平对他们说，看到各位老教授
身体健康、精神矍铄，非常高兴，你们几
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悉心育人，为培
养党和人民需要的优秀人才作出了积
极贡献，我向你们表示敬意。美国籍的

汉学大师安乐哲先生，翻译过《论语》、
《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经典，2013年
荣获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颁发的“孔子
文化奖”。习近平亲切问他来自哪所大
学、来中国多长时间、是否适应这里的
生活，并希望他更多向国外介绍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一部豫
酒史，半部国酒史。

日前，河南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
工程工作委员会、河南省民间文化遗
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河南省民间
文艺家协会依照“中原贡品”评审认定
标准，河南古温酒厂生产的“古温酒”
入选第五批“中原贡品”保护名录，成
为豫中、豫南、豫北一带唯一荣获“中
原贡品”的白酒。

始建于上世纪 60年代的古温酒
厂，生产的“古温液”和“大将军”酒等
产品曾驰名中外。上世纪90年代后，
由于种种原因，古温酒厂陷入困境。
2016年，河南旺成集团出资组建的河
南古温酒厂，“重整行装再出发”，让沉
寂了 20多年的古温系列酒再度赢得
了市场认可。

季春时节，记者走进河南古温酒
厂，探寻酒厂的“前世今生”，带您细细

品味“中原贡品”美酒一杯。

一个有历史的酒厂
从焦桐高速驶入温县，沿温沁路

一直向前行驶八公里。如果一阵酒香
味扑鼻而来，那么，离河南古温酒厂就
不远了。

走进河南古温酒厂，酒香味愈加
浓厚，一瓶瓶美酒从自动化的流水线
上生产出来，打包入库，最终送到消费
者的餐桌。

漫步酒厂，一口口富有“年代气
息”的贮酒窖池和“现代气息”的生产
车间交融在一起，和谐共生；一幅雕有
司马懿的画像和酒厂“履历”的迎碑墙
矗立在酒厂正中央，格外引人注目。

河南古温酒厂与相距近两千年的

温县籍名人司马懿有何关系？
陪同记者采访的河南旺成集团总

经理、中原贡品古温酒传承人郑海成
介绍，公元238年，司马懿率师东征公
孙渊。途经故里，乡亲献上古温液酒，
司马懿见后大喜，他开怀畅饮，诗兴大
发，拔剑起舞，乘兴高歌，被后人传为
佳话。

有诗赞曰：“古温粮液惊高朋，绵柔
陈香城欲倾。将军痛饮诗一首，肃清万
里透豪情”。故此后又称此酒为“大将
军酒”。“庆功要饮古温液，创业就喝大
将军”渐成为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

古温人将这种酿酒技术世代相
传。公元1729年，因战乱南迁至广东
梅州的温县酿酒世家、温氏家族举家再
次迁徙至四川泸州之后便以酿酒为生。

1869年，温家第九代传人温宣豫
买下舒承宗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公元
1573年)的舒聚源糟坊的窖池，即今日
泸州老窖的国宝窖池，将“舒聚源糟
坊”更名为“温永盛烧坊”。

温氏第十一代传人温翰桢，字筱
泉，继承祖业。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
办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温筱泉携数十
斤“三百年老窖大曲酒”参展，一举获
得金奖。

1955年，以“温永盛烧坊”为首的
36家明清老酒坊合营成立泸州市私营
曲酒酿造厂，与四川省专卖公司第一
酿酒厂合并组建“公私合营泸州市曲
酒厂”，即今日的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
司前身。

泸州老窖酒厂第一任党委书记原

留诚就是温县人。他出于对家乡古法
酿酒技术的保护和传承，于1968年委
派专人送来泸州老窖 1573的原始老
窖泥，精心培育出酿酒泥窖。

1977年，泸州老窖第七代传人、酿
酒大师、调酒大师、品酒大师陈继才先
生亲临古温酒厂担任厂长兼第一调酒
师。陈继才先生在沿用温县传统酿酒
技术的基础上，采用独家配方，聚焦作
山水之灵气，融古温文化之韵味，酿制
出了令古温人引以为豪的古温酒。

古温酒厂的贮酒窖池是陈继才先
生根据温县的古老贮酒方法和本地气
候特征精心研究设计的。该贮酒窖采
用中国最古老的贮酒窖池工艺：用混
凝土打胎，上贴陶土板，再用生石灰、
宣纸等原材料糊至99层建成，这是迄

今为止国内仅有的保存完整且正在使
用的传统贮酒法，用此法贮藏的白酒
口味更是独特。

坚持纯粮酿造、固态发酵，古温酒
厂自建厂以来，所有酒品全部是纯正
的双轮底酒，口感绵柔、香味饱满、陈
香四溢，产品一度供不应求。

1982年，被河南省政府评为河南
省优质食品；1986年，被原农牧渔业部
评为优质产品；1987年，被河南省酿酒
行业管理协会评为全省白酒质量大赛
金奖；1992年，包揽了首届中国农业博
览会金奖和银奖……初步统计，古温
酒厂先后荣获“重量级”奖项20多次。

一位有情怀的企业家
曾几何时，古温酒厂生产的“古温

液”和“大将军”酒等产品驰名中外，“古
温酒”和豫酒“六朵金花”（杜康、宋河、仰
韶、宝丰、张弓、赊店）并列为豫酒七大品
牌，被誉为中国农垦白酒第一品牌。

（下转第六版）

中原贡品“古温酒” 振兴豫酒“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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