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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孟向东 张
海涛 成利军）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
委工作会议的召开在全省各地持续引
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认真研读
全会精神，认为省委十届六次全会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伟大旗帜，强调要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
动经济发展高质量，为下一阶段河南发
展的方向和任务谋了篇定了航。

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决按照全会决策
部署，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使命担当、具体
行动和发展成效，在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
新篇章中实现更大作为、作出更大贡献。

“要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
置。”许昌市科技局局长张仕民对全会的
这一要求印象深刻。他表示，这一要求
为科技工作确立了新坐标、赋予了新使
命。我们将以此为引领，做强创新“第一

动力”，深入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计
划，培育壮大一批掌握关键技术、拥有核
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用好创新“第一
资源”，大力实施“许昌英才计划”，让更
多优秀人才在许昌各尽其能、大显身手。

在许昌市魏都区，居民走出家门15
分钟，就可以找到健身场地、社区医院
和购物超市。魏都区区长李朝锋说，全
会要求领导干部要带头服务群众，进一
步激发出对群众那股亲劲，魏都区将以
更高的工作标准，持续推动“民生 365”
等惠民工程的实施，让群众天天都能有
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召开后，南阳市社
会各界迅速掀起学习全会精神的热潮。
方城县二郎庙镇党委书记范庆伟说：“全
会强调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
高质量，目前二郎庙镇正依托旅游资源进

行产业结构调整，我们将以党建为引领，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做好乡镇下沉
服务，拓展村级日常服务，发挥基层党组
织在带动产业发展、凝心聚力等方面的战
斗堡垒作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全会提出深化改革是走好高质量
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将进一步深化

‘一次办妥’政务服务改革，扎实推进一
窗受理、集成服务工作，加快各部门资
源整合，切实做好对企业、对项目的跟
踪帮办服务，让更多企业享受到深化

‘放管服’改革所带来的红利。”南阳市
卧龙区行政服务中心主任胡新跃说。

济源市思礼镇党委书记陈瑞忠表示，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强调，坚持推动发展是
第一要务、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以党的
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为我们

进一步指明了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今后，
思礼镇将继续深入开展支部强起来、党员
带起来、群众富起来等主题实践活动，全
面营造“大抓党建、抓实党建”的浓厚氛
围，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
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
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强调，要深化“放
管服”改革，优环境、降成本、破难题。对
于这些内容，济源市行政服务中心主任张
云红感受尤其深刻。今年5月底以来，济
源市行政服务中心新设了“主任在一线”
窗口，现场协调解决群众办事跑一次办不
成的困难。张云红说：“让群众办事更便
捷，让营商环境更优越，是解放生产力提
高竞争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
径。打造最佳营商环境，已成为济源今年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工程。”③7

本报讯（记者 刘一宁 陈小平）省
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召开
后，省直各单位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会议
精神，展开深入讨论。大家纷纷表示，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
量，让中原更加出彩，每名党员干部都
是参与者、实践者，要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时的
重要讲话为统领，以新担当展现新作
为，一步一个脚印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
奋斗目标。

“‘中原更加出彩’和‘两个高质量
发展’的深刻阐述，既体现了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度
把握、融会贯通，又把准了河南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间的脉搏，紧跟总书记步
伐、紧扣党中央节拍、紧贴新时代历史
任务、紧系中原更加出彩使命，具有很

强的政治性、鲜明的时代感。”省委政研
室全体同志一致认为，要大力弘扬“忠
诚为先、大局为重、服务为本、严实为
要、奉献为荣、廉洁为基”的新时代政研
改革精神，继续深入学习领会会议精
神，在学深研透上下功夫，在学习成果
的转化运用上下功夫，高标准、高质量
服务省委中心工作。

省委省直工委广大党员干部纷纷
表示，要努力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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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大精神的表率，作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表率，作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的
表率，大力弘扬焦裕禄同志对群众的那
股亲劲、抓工作的那股韧劲、干事业的
那股拼劲，持续探索机关党建新途径、
新载体、新机制、新内容，不断提升省直

机关各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
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感召力，以更
高的工作标准、更优良的工作作风、更
积极主动的担当，确保省直机关在全省
党的建设中走在前列、作出表率，以党
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为
一步一个脚印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奋
斗目标提供坚强保证。

省委党校、河南行政学院的干部职工
在学习时深刻领悟到，会议高举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对“中原更加出彩”这个关系我省长
期发展的重大命题作出了全面阐述和系
统部署，提出了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
经济发展高质量，对指导新时代河南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大家纷纷表示，要继续全面深入
学习会议精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做文

章，在推动会议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
学员头脑”上做文章，在围绕重大问题做
好决策咨询服务上做文章，为谱写新时
代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不懈奋斗。

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共青团工作的
根本保证，是必须坚持的正确政治方向，
是共青团的优良传统。团省委干部职工
纷纷表示，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统领共青团工作，把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到
团的全部工作和建设之中，坚持政治建
团、思想立团、固本兴团、改革强团、从严
治团，听党话、跟党走，紧紧围绕省委中
心工作，切实找准服务大局的切入点、结
合点、着力点，找准新时代发挥青年生力
军和突击队作用的新领域，积极投身中
原更加出彩的生动实践，奋力书写无愧
于时代的壮丽青春篇章。③9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
员 刘宏冰）7月 1日，李芳同志“河
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颁授仪式
在信阳隆重举行。

仪式上首先宣读了《中共河南
省委关于追授李芳同志“河南省优
秀共产党员”称号并开展向李芳同
志学习活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信阳市
委书记乔新江向李芳同志家属颁授

“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证书。
李芳，女，汉族，信阳市浉河区

人，1969年5月出生，1989年7月毕
业于原信阳师范学校，1998年3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信阳市浉河
区董家河镇绿之风希望小学教师。

2018 年 6月 11 日 17 时 50 分
许，李芳在护送学生放学回家时，一
辆满载西瓜的摩托三轮车突然闯红
灯急速冲向正在过马路的学生，危
急时刻，她奋不顾身冲上前去，用身
体挡护学生，并奋力将学生推开。
学生得救了，她却遭受严重撞击，经
多方抢救无效不幸殉职，年仅49岁。

《决定》指出，李芳同志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和人民教师，始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长期坚守乡村教
学一线，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党的宗
旨，危难关头用实际行动兑现入党
誓言，是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优秀代
表，是践行“四有”好教师要求的先

锋模范，是当之无愧的时代英雄，
是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

省委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李
芳同志为榜样，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坚持人民
利益高于一切，履职尽责、扎实工作，
攻坚克难、担当作为，努力为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乔新江表示，李芳同志身上，
体现了“大别山精神”的红色传承，
诠释了“信阳好人现象”，展现了新
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深刻内涵。
向李芳同志学习，要学习她不忘初
心、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争做信念
坚定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学习她
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道德情操，争
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共产
党员；学习她倾心育人、师德高尚的
职业操守，争做立足岗位争先创优
的模范带头人；学习她临危不惧、敢
于担险的牺牲精神，争做愿为党和
人民牺牲一切的实践者。

“李芳同志的英雄壮举，就是
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
牲一切’铮铮誓言的生动体现。”信
阳市教育局局长苏锡凌动情地
说。与会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像
李芳那样，平时工作看得出来、关
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
来，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词、交
上合格答卷。③9

全省各地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领会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使命担当

省直各单位党员干部职工学习领会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

一步一个脚印让中原更加出彩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7 月 1
日，记者从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获
悉，近日，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扶
贫办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2018年度
脱贫攻坚微视频和公益广告大赛。

作品创作主题主要包括：我省
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扶持
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
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
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精准扶贫方
略的生动实践；我省各系统、各部
门以对群众的亲劲、抓工作的韧
劲、干事业的拼劲积极参与脱贫攻
坚战的举措、成效和经验；突出弘
扬一线扶贫人无私奉献，团结带领
贫困群众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风
采、风貌和精神、事迹；反映贫困群
众以“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为指
引，自强不息、主动脱贫、奋斗脱贫
的生动事例、感人故事。

本次大赛活动面向全省开展，
全省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取得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单
位，社会企业、事业单位、高等院校、
网站、行业组织及个人均可报名参
加。报送作品分微视频、广播类公
益广告和电视类公益广告三大类。

本次大赛分为作品报送、作品评
审、集中展播三个阶段。作品报送以
省辖市、省直管县（市）为单位，统一
报送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取得广播
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单位，社
会企业、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网站、
行业组织及个人直接将作品报送至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对于评选出的
优秀作品，将择优向国务院扶贫办
推荐，并组织全省各级播出机构集
中展播。6月11日至7月15日为作
品报送时间，8月 1日至12月 31日
为优秀作品集中展播时间。③7

脱贫攻坚微视频和公益广告大赛开展

李芳同志“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颁授仪式在信阳举行

本报讯（记者 冯芸）7月 1日，
省委宣传部召开部机关党员大会，
庆祝党 97 岁华诞，学习传达省委
十届六次全会精神，总结上半年机
关党建工作、表彰先进，对推动宣
传战线和部机关党的建设高质量
发展做出安排部署。省委常委、宣
传部长赵素萍出席会议并为全体
党员作党课报告。

赵素萍指出，学习宣传贯彻省
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是宣传思想
文化战线的一项重大任务，要牢牢
把握坚持推动发展是第一要务、抓
好党建是最大政绩，以党的建设高
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这一工
作方向，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的历史使命、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推动党的建设
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举
措以及全会对党员干部提出的明
确要求，抓好学习教育、宣传阐释、
贯彻落实，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
出彩为中原更加出彩添彩加力。

赵素萍强调，宣传干部是新时
代中原更加出彩的见证者、开创者、
建设者。要深刻认识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的重要意义、新时代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面临的形势，提高政治能力、
积极创新作为、敢于担责担难担险，
做有头脑、有本事、有定力、有情怀的
新时代合格宣传干部，在中原更加
出彩中走到前头、做出表率。③9

赵素萍在省委宣传部部机关全体党员大会上强调

做新时代的合格宣传干部

6月 27日，平顶山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内荷花盛开、垂柳曼舞。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平顶山市新城区白龟山水库北岸，规划区面积673.31公顷。湿地公园内
动植物资源丰富、自然环境优美，被国家林业局授予“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称号。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边督边改情况

(2018年 7月 1日)

截至2018年 7月 1日，中央第
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办信访
举报件共34批5001件。其中，郑州
1237件，已核查办理 927件；开封
149件，已核查办理90件；洛阳462
件，已核查办理305件；平顶山215
件，已核查办理125件；安阳272件，
已核查办理176件；鹤壁87件，已核
查办理53件；新乡284件，已核查办
理158件；焦作229件，已核查办理
146件；濮阳128件，已核查办理86
件；许昌174件，已核查办理88件；漯
河72件，已核查办理39件；三门峡
123件，已核查办理71件；南阳481
件，已核查办理236件；商丘116件，
已核查办理79件；信阳239件，已核
查办理169件；周口101件，已核查
办理64件；驻马店180件，已核查办
理109件；济源110件，已核查办理

65件；巩义82件，已核查办理59件；
兰考12件，已核查办理11件；汝州
58 件，已核查办理 36 件；滑县 30
件，已核查办理 23 件；长垣县 14
件，已核查办理8件；邓州50件，已
核查办理36件；永城市14件，已核
查办理 5件；固始 45件，已核查办
理 28件；鹿邑 11件，已核查办理 7
件；新蔡11件，已核查办理8件；航
空港区15件，已核查办理11件。

按时限要求，应办结中央第一
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前 25批信
访举报件总计 3218 件，经各级联
审、案卷规范，并通过现场核查的有
2513 件。其中，边督边改进度较
快、办结率较高的有平顶山市、鹤壁
市、许昌市、驻马店市、巩义市、固始
县、新蔡县；边督边改进度较慢、办
结率较低的有郑州市、济源市。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刘宏
冰 杨明）“要对交办的问题举一反三、彻
底整改，各辖区内可能存在的污染源要
全面排查，确保达到环保要求，得到群众
认可。”6 月 29 日，固始县县长王治学表
示，要痛下决心，彻底整治油烟污染、黑
臭水体、河道采砂、超标排放、垃圾处理
等问题，确保整改实效。

该县高度重视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信访案件交办整改工作，书记县长挂
帅督办，确保交办案件整改实效。同时，
举一反三，在境内史河、灌河、史灌河、白
鹭河流域集中开展清河行动，严格落实
河长制，组织定期巡河，取缔非法码头，
集中整治非法采砂、侵占河道等行为，切
实做到河面清、河堤清、滩涂区域清。

陈集镇黑石山矿区是开采石料近 30
年的老矿区，生产经营粗放，当地山林受
到一定程度损害，干扰了周边群众的正
常生活。这种状况此前已引起固始县高
度重视，从 2015年 8月起，县里启动综合
整治“利剑行动”，历经 2016 年重新规
划、选址、竞拍出让、发改委备案、环保环

评审批，至发放采矿许可。
近期又有群众向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组反映黑石山采石场影响当地交通，造
成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案件交办后，6
月 19日，固始县印发了《陈集镇黑石山矿
区地质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实施方案》，
要求对矿山作业区进行生态恢复治理，
加强矿山加工区生态修复和矿山进出道
路环境整治，进一步明确了相关责任主
体和督导单位。针对粉尘污染问题，县
环保局已要求生产企业严格按要求配套
建设污染防治设施，加强厂区内道路建
设，及时洒水降尘。同时责成陈集镇政
府和县交通局加强陈集镇境内道路管理
维护。

目前，黑石山上大小矿场全部停工，
场区内存量石料已全部用防尘网覆盖，
工人们正在山坡上忙着种草籽，栽绿植。

固始县还把矿区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工作扩大到南部山区乡镇，通过危岩清
除、场地平整、覆土、生物绿化等多措并
举，确保山区矿区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
善。③9

固始：举一反三 彻底整改

7月1日，许昌曹魏古城南城门即将竣工。该项目于2017年7月开工
建设，总建筑面积19400多平方米，整座建筑为汉唐风格。⑨3牛书培 摄

本报讯（记者 栾姗）6 月 30
日，河南省国企国资系统党的建设
暨创先争优表彰大会在郑州举行，
副省长、省政府国资委党委书记刘
伟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省
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
精神，对下步国企改革发展工作作
了安排部署。

刘伟强调，全省国企国资系统
要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在把握
会议导向、体现责任担当上下功
夫，自觉担当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重

任，坚决完成国企改革攻坚任务，
奋力开创国企党建新局面。要按
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国有企业
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创新转型
发展、扩大开放合作、打好打赢三
大攻坚战中走在前列，抓好“僵尸
企业”处置、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利
用好资本市场、推进专业化重组整
合、深化国资监管“放管服”改革等
重点任务，全面加强党对国有企业
的领导，以高质量国企党建推动国
有企业高质量发展。③9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