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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更多内容见02│要闻

新华社北京 6月 19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19日同当
日抵京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朝鲜劳动党
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举
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就当前中朝关系
发展和朝鲜半岛局势坦诚深入交换了
意见，一致表示要维护好、巩固好、发
展好中朝关系，共同推动朝鲜半岛和
平稳定面临的良好势头向前发展，为
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指出，我们高兴地看到，金
正恩委员长同志同特朗普总统在新加
坡举行重要会晤，就实现半岛无核化、
建立半岛持久和平机制达成原则共
识，取得积极成果，中方对此高度评
价。金正恩委员长同志专程来华访
问，体现了对中朝两党两国战略沟通
的高度重视，我对此高度评价。

习近平强调，在不到 3 个月时间
内，我同委员长同志 3次会晤，为两党
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开启了中
朝关系发展新篇章。中国党和政府高
度重视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无论国际
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
致力于巩固发展中朝关系的坚定立场
不会变，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友好
情谊不会变，中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
支持不会变。我愿同委员长同志一
道，继续落实好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
推动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造
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
放 40周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
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勇于自我革命、
自我革新，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
的发展道路。我们高兴地看到，朝鲜
作出了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重
大决定，朝鲜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入
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支持朝鲜经济发
展、民生改善，支持朝鲜走符合本国国

情的发展道路。
金正恩表示非常高兴时隔不久再

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他强调，中国
是我们伟大的友好邻邦，习近平总书
记同志是我们非常尊敬和信赖的伟大
领导人。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和中
国党、政府、人民一直以来对我本人和
朝鲜党、政府、人民的真挚友好情谊与

宝贵支持。我将带领劳动党全体党员
和朝鲜人民认真落实好我同总书记同
志所达成的重要共识，把牢不可破的
朝中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

习近平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在有
关各方共同努力下，半岛问题重新回
到对话协商解决的正确轨道，半岛形
势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金正恩

委员长同志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
半岛和平作出了积极努力。这次朝美
首脑举行会晤，迈出了半岛核问题政
治解决进程的重要一步。希望朝美双
方落实好首脑会晤成果，有关各方形
成合力，共同推进半岛和平进程。中
方将一如既往发挥建设性作用。

（下转第二版）

□刘哲

近日，我国火箭推进剂创始人之

一、聚氨酯工业奠基人之一，洛阳黎

明化工研究院 90 岁高龄的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李 俊 贤 ，捐 赠

300 万元积蓄，设立黎明院博

士创新基金和困难帮扶基金。

其 实 李 俊 贤 院 士“ 德 不

孤”。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崑，

92 岁时捐了全部积蓄 420 万

元帮扶贫困生；中科院院士卢永根，

87 岁时捐出 880 多万元资助教育事

业……一生埋头科研硕果累累，生活

淡泊勤俭，晚年又倾囊捐献社会，“挥

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

叶丹”。这些老院士具有“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深厚情

怀，都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

姓埋名人”的民族英雄。他们

已臻宠辱不惊之境，但在人们

心态有些浮躁的当下，时代的

聚光灯应该多聚焦他们，社会

成员尤其是年轻人也有必要

多“膜拜”一下这样的“男神”，

激励自己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奋斗

不息、服务不止，成为有思想、有情

怀、有责任、有担当的社会栋梁。3

（本栏目投稿邮箱：hnrbjyy@sohu.com)

□本报记者 刘一宁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
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要求全党来一个大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发出的号召，在中原大地激发了无
穷动力。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中原更加
出彩”的殷切嘱托，我省扎实开展县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集中轮训工作，教育引导各级
干部强化“四个意识”、牢记使命担当、
增强执政本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朝着新目
标奋勇前进。截至目前，我省已全面
完成对 4.5万余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
部和省管高校、省管企业中层干部的
集中轮训任务。

这是新时代“补钙壮骨”的精神洗
礼，这是新征程提神鼓劲的集中动
员。按照省委书记王国生“带着信仰
学、带着感情学、带着责任学、带着好
的学风学”的要求，学员们不断加深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理解和掌握，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谱写中原更加
出彩新篇章。

学深悟透新思想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是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任务。省
委高度重视学习贯彻工作，第一时间
对开展教育培训进行安排部署。从去年11月到今年5月，省级层面连续举办
8期轮训班，对2280余名市厅级干部和县（市、区）委书记进行集中轮训。

2017年 11月 17日，省辖市、省直单位、省管企业和高校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和县（市、区）委书记共360余人来到省委党校，参加为期5天的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集中轮训。这是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省级层面举办的第 1
期轮训班。

轮训期间，省委主要领导和十九大报告起草组成员、中央宣讲团成员等纷
纷走上讲台，辅导授课，精准解读，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带着热气”，直抵人心。

“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明确历史方位、坚持高举旗帜、坚决维护核心，这三
条经验至关重要。”听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辅导报告后，周口市
委书记刘继标表示，“要通过深入学习筑牢思想根基，坚决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
民领袖地位，坚决跟着党中央走，把本地的事情办好，为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底色，
是落实十九大战略部署的重要保证。”省委省直工委常务副书记王忠梅讲道，

“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要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上走
在前、作表率，（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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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躁时请粉这样的“男神”

□本报记者 赵力文

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
“求生存”到“求生态”，人民群众对
蓝天白云、清水绿岸、鸟语花香优

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日益增长。近
年来，我省贯彻中央生态文明建设
要求，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转
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抓手，作为惠
民生、促和谐的重要任务，大力推
动绿色发展，统筹推进大气、水、土
壤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保
护向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改善环境关系重大民生

“出门捂着脸，吃饭盖着碗，一
年吃个预制板”，这是前些年在豫
北流行的一个段子，表达着对环境
污染的不满。冬季雾霾天，更是引
发群众对蓝天白云的渴望。

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蓬勃发
展，但同时生态环境形势不容乐
观，成为影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
瓶颈制约和潜在风险隐患，为社会
各界所关切。

人民群众对干净水质、清新空
气、不受污染的土地、安全食品等
的需求真实而迫切，加快提高环境
质量的期盼热切而强烈。如果不
下大力气迅速扭转环境态势，将直
接威胁生态安全、危害公众健康、
影响发展环境。

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就是投资
环境，生态质量就是生活质量，保护
环境就是保障民生，回应人民群众
所想所盼所急，（下转第二版）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
组职责，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
理河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
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
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
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进驻时间：
2018年6月 1日-7月 1日

●专门值班电话：
0371-65603600

●专门邮政信箱：
郑州市70号专用邮政信箱
邮编：450044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8:00-20:00

中央环保督察组公告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
——七大关键词看河南环境保护系列报道之扛稳政治责任

为落实好中央
环保督察“回头看”

工作，充分反映全省上下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狠抓环保整改，坚决打赢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心、举措
和成效，本报从今日起推出
“七大关键词看河南环境保
护”系列报道，敬请关注。③6

编者按

习近平同玻利维亚总统举行会谈

决定建立中玻战略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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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19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9日在人民大会堂同玻利维亚总
统莫拉莱斯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决
定建立中玻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中玻关
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更大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玻建交33年来，两国
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当前处于历史最好
时期。中方赞赏玻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
政策，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推

动深化中拉关系。我们愿同玻方一道，
以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重要契机，
不断深化各领域交流和合作，推动两国
关系迈上新台阶、开辟新前景。

习近平强调，中玻要做政治互信的
友好伙伴，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加强各领域
各层级往来。要做务实合作的发展伙
伴，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发展战略

对接，共同打造投资、贸易、服务并举的
合作新模式。中方对进口更多的玻利维
亚特色农牧产品持开放态度。中玻都是
文明古国，要做文明互鉴的亲近伙伴，探
讨利用先人智慧更好应对当今问题。要
做多边协作的战略伙伴，继续就联合国
事务及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重大国
际问题紧密协调立场，共同维护发展中
国家的正当权益，（下转第二版）

6月 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当日抵京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
正恩举行会谈。这是会谈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金正恩委员长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发

新蔡：实干干实绘就脱贫攻坚新画卷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宋超喜

6 月 18日，端粽飘香。行走在新
蔡大地上，洪河如带，绿树葱茏。随行
人员告诉记者，新蔡有4000多年的建
城史和 2200 多年的建县史，文物鼎
盛、历史厚重；春秋时期，蔡平侯从上
蔡迁都于此，故称新蔡。

多年来，因地处豫皖两省四市六
县接合部，加上淮洪泛滥，人多地少，
新蔡长期背负着贫困的包袱，成为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县共有建
档立卡贫困村 130 个、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 32837 户 116782 人。自脱贫攻
坚战打响以来，如何带领全县近 130
万人民走上小康之路，不仅考量着新
蔡县委、县政府的政治担当，也考验着
他们的智慧和毅力。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在脱贫攻
坚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新蔡县委、
县政府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和

勇气，求真务实、实干争先，取得了历
史性的成绩：截至去年年底，130个贫
困 村 已 退 出 128 个、脱 贫 30004 户
108373 人；全县剩余贫困人口 2833
户 8409人，贫困发生率 0.82%。去年
11月和 12月，分别通过 2017 年河南
省贫困退出第三方评估和省级核查，
被认定达到贫困县退出标准，其结果
已向社会公示。

实干干出新天地

实干托起梦想，干实铸就辉煌。
新蔡县委、县政府多次表示，实现贫困
县脱贫摘帽是向全县人民作出的庄严
承诺，是全县上下最大的政治，只有坚
忍不拔地干、锲而不舍地干、只争朝夕
地干，加压奋进地干，才能干出一片新
天地，干出一番新业绩。

为此，新蔡把全县 24个乡镇（街
道）划分为六大战区，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政协主席和四名县委常委分别担
任指挥长，实施战区作战，从县委书记
到每位县处级干部都联系乡镇、分包
贫困村、帮扶贫困户。明确县处级干
部、县直单位主职担任脱贫书记，充实
县、乡脱贫攻坚队伍，在向全县 130个
贫困村派驻第一书记基础上，选派
1195名优秀科级、副科级干部充实到
全县所有贫困村和非贫困村，担任乡
镇挂职副书记、村脱贫责任组长、驻村
第一书记、工作队长或队员，实现驻村
第一书记、帮扶工作队行政村全覆盖，
乡村两级脱贫责任组全覆盖，形成了
大扶贫、大攻坚工作格局。

同时，该县按照“分级负责、无缝
对接、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原则，出

台政策实施网格化管理，在贫困户原
有帮扶责任人的基础上，选配了 8573
名素质高、肯吃苦、事业心强的机关干
部职工担任“网格员”，根据工作需要
合理分配到村、分包到农户。

“网格员”凭借广泛接触群众的优
势，带着任务、带着感情每周六坚持入
户走访，详细了解网格内贫困户的致
贫原因、脱贫措施等情况，着力分析贫
困户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因人制宜制
订脱贫计划，并与 1195名驻村干部和
4134名帮扶责任人结合起来，实时掌
控脱贫动态。目前，“网格员”已帮助
群众办实事、办好事13600多件，参与
调解纠纷 930 多件，用真情和爱心架
起了“连心桥”，铺起了“扶贫路”。

争星晋级树红旗，内外驱动齐发
力。新蔡县坚持注重正向激励，在扶

贫一线提拔重用 16名驻村第一书记，
表彰“十大扶贫先锋”，涌现了“2017
河南十大年度扶贫人物”原玉荣等一
批干事创业典型。强化基层党建保
障，持续抓好软弱涣散村集中整顿，强
化支部书记队伍建设，调整 48名不胜
任、不适应的村党支部书记。积极开
展支部书记轮训，建立村党支部书记
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制度，创新开展
村党支部书记业绩考核，进一步提升
了村党支部书记抓党建促脱贫的能
力。由内而外，双向用力，极大地激发
了广大干部扎根基层、投身扶贫、甘于
奉献的激情和热情。

为强化责任落实，新蔡县结合实
际、创新求变，充分发挥督查利剑作
用，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督查
工作机制，对脱贫攻坚任务量化分解，

限期督导督办，工作推进缓慢的挂黑
牌，正常推进的挂绿牌，推进较快的挂
红牌，这种“挂牌督战，限期销号”的督
查机制大大提高了脱贫攻坚工作效
率。目前，全县已实现对县处级领导
干部、县直单位同志、乡镇基层干部等

“人”和脱贫攻坚各项决策部署等“事”
的全覆盖式督查，推动脱贫政策落地
生根，促进脱贫工作稳步快速推进。

产业敲开致富门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
策，脱贫攻坚开展伊始，新蔡县就牢牢
扭住产业扶贫的“牛鼻子”，全面实施
产业帮扶、公益岗位、金融扶贫、光伏
扶贫和扶贫车间“五个应覆尽覆”，确
保了贫困群众增收有渠道、致富有门
路、脱贫能持续。

在李桥回族镇狮子口村的藤编扶
贫车间里，一片繁忙景象，贫困户时东
旺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挣钱，脱
贫致富。(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