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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进行时

中央扫黑除恶第6督导组公告

2018 年 8月 28日，

中央扫黑除恶第 6 督导

组进驻河南省，主要受理

河南省涉黑涉恶问题方

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进驻时间：8月28日至9月27日

●举报电话：0371—65603933
每天受理时间为8:00-20:00

●举报信箱：郑州市A001号邮政专用信箱

新华社北京 9月 10 日电 全国
教育大会 10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
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坚持
改革创新，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
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
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
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

9月 10日是我国第三十四个教
师节，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
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
烈祝贺和诚挚问候。他强调，长期以
来，广大教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
书育人，呕心沥血，默默奉献，为国家
发展和民族振兴作出了重大贡献。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
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
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
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全党全社
会要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努力
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
地位，让广大教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
望，在教书育人岗位上为党和人民事
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李克强在会上讲话。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九
大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战略高度，作出了优先发展
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
育强国的重大部署。教育是民族振
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提高人
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
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教
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全面加强
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立德树
人，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教
育改革，加快补齐教育短板，教育事
业中国特色更加鲜明，教育现代化加
速推进，教育方面人民群众获得感明
显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加快
提升，13亿多中国人民的思想道德
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

习近平指出，在实践中，我们就
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
想新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坚持
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
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
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
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
创新，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教师队
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下转第五版）

□本报记者 冯芸 陈小平 王绿扬

各级党委（党组）必须履行意识
形态工作主体责任，“一把手”是第一
责任人，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民主生
活会，作为干部评价使用和奖惩的重
要依据……省委整改措施中一条条责
权明晰的规定、一项项务实管用的举
措，让广大党员干部深切感受到省委
扎实推进中央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巡
视检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坚决打通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最后一公
里”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
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
工作。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对河南
省委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进
行专项检查并提出反馈意见后，省委以
对党绝对忠诚的信念，以“钉钉子”的精
神，深查细照、从严从实抓好整改工作。

巡视整改是政治任务，体现的是
政治忠诚和政治担当。

省委坚定扛稳扛牢主体责任，把

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目标管理、巡视
巡察和省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重要
内容。省委书记王国生切实履行第一
责任人职责，对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巡视整改任务的重大问题带头研究、
带头督办；省委常委班子成员履行“一
岗双责”，对分管领域的整改任务全面
认领、一线指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整改专项工作组先后召开专项整改动
员会和多次专题调度会，督促任务落
实，解决突出问题。对照中央巡视反馈
意见和建议，逐项梳理任务、逐一制定
措施，确定了19个整改专项，23项可追
踪可评价可问责的重点任务，27个具
体问题清单，35个立行立改整改事项，
实行“一天一报告、三天一排名、七天一
调度”，整改工作有序推进、落实落细。

“指挥棒”指向越精准，责任制落
实越有力。省委把意识形态考核纳
入党的建设高质量考核指标体系，
研究制定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
办法，（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9 月 7日
至 9日，中央扫黑除恶第 6督导组组
长盛茂林一行先后到开封和新乡开
展下沉督导，深入到县（区）、乡镇、村
（社区）进行实地督导调研。盛茂林
强调，要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
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战
斗力，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盛茂林首先来到开封市禹王台
区三里堡办事处三胜社区，鼓楼区五
一办事处、西司门办事处油坊社区以
及尉氏县大营镇、洧川镇南街村，与
县（区）、乡镇、村（社区）党员干部、政

法机关相关负责同志座谈，听取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及存在问题等情
况汇报。

在新乡市下沉督导期间，盛茂林
来到新乡县翟坡镇大宋佛村和辉县
市百泉镇、黄水乡黄水村，与基层干
部群众座谈交流，深入了解基层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

就搞好今后的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盛茂林指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将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主动作为，勇于担
当，排除干扰，打消顾虑,坚决扫除
黑恶势力，（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9月9日至
10日，省政协主席刘伟在新乡调研。
他强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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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中办《关于加强新时代人
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全
面加强政协党的建设，以党的建设高
质量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

在卫辉市唐庄镇乡镇干部教育
培训基地、金门沟造地项目，中国电

波传播研究所，华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等地，刘伟深入了解科技创新、企
业经营、项目建设情况，对新乡市经
济发展的好态势给予肯定。

调研期间，刘伟主持召开座谈
会。新乡市委、市政协和各县（市、
区）政协负责同志作了发言，就加强
政协系统党建工作、提升政协工作水
平提出意见建议。听取大家的发言
后，刘伟作了讲话。（下转第二版）

刘伟在新乡调研时指出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
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

盛茂林在开封和新乡下沉督导时强调

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打通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
“最后一公里”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

◀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发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教育改革发展“9个坚持”

●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
领导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
任务

●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

●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

●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
基础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勰）9月 10日，
省委政法委领导班子召开巡视整改
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深入学习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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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习近平
总书记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民主
生活会标准，围绕中央巡视反馈的问
题和提出的要求，联系全省政法工作

实际，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喻红秋
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会前，班子成员进行深入学习，认
真开展谈心谈话，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撰写对照检查材料，作了充分准备。会
上，领导班子进行对照检查，班子成员
逐一作个人对照检查，（下转第二版）

喻红秋在省委政法委领导班子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要求

以高质量的巡视整改成效
推动新时代政法工作再上新台阶

■新密新一届“村官”7000余人分

26期在市委党校进行专题培训，提高综合
素能和服务意识，加快优化营商环境的服务
队伍建设。

■2018 年度确定第一批重点建设项

目 300个，1至 8月份完成投资 247亿
元，占年度计划投资 56%，已开工建设项

目227个，开工率76%。

■24个具有行政审批职能部门的 116
项审批事项，全部编制完成，所有行政审批
事项已配置到河南省政务服务网并固化到
“四级联动网上审批系统”，实现网上办理。

■审批职能向一个科室集中、审批科室
向办事大厅集中，窗口授权到位、事项进驻到
位，实现“一站式审批”。对存在私设机构、擅
自变更机构名称、随意在内设机构加挂牌子

的62家单位下发督办函，要求限期整改。

■开展“千名干部帮千企”活动，为24
家企业申请奖补资金 1083万元。

数字链接“服务”成为新密“第一”投资环境
□本报记者 李林

近日，《求是》杂志旗下的《小
康》杂 志 、中 国 小 康 网 首 次 发 布

“2018 中国营商环境百强区县排行
榜”，新密榜上有名，居全国第 32
位、中部六省营商环境十强区县第 2
位、河南省首位。

居省会郑州西南一隅，处资源型
产业脱“壳”转型之途，新密何以在中
国营商环境县域中脱颖而出？

新密的答案是：按照省委十届六
次全会所提出的——要把营商环境当
作发展的“命门之穴”来抓，将“服务”
视为“第一”投资环境。

优化环境 不走“捷径”

刚结束不久的“新密 2018‘创新
引领创业’高端峰会”上，国内创意经
济、企业战略咨询、重构理论、大众创
业等领域专家教授，新密市创业代表、
规模企业、行业协会、金融机构、职能
部门负责人等900余人云集荟萃。

“这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
企业、创业者精心打造的一场高质量
发展盛宴。”参会的赵广超兴奋地告
诉记者，在新密建设千亿级新材料
（新型耐材）产业基地政策引导下，他
利用“互联网+”新的商业模式，2015
年、2016年分别成立了新密市耐材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河南汇海股份有限
公司，目前两家公司均在中原股权交
易中心挂牌上市，企业大踏步发展，
他发自内心为新密的营商环境点赞。

近年，新密将“服务”视为“第一”
投资环境，提出“服务不仅是招商部门
的服务，而且是每个部门的服务，是每
个人的服务，是氛围的服务，是全方
位、全天候的服务”。

优化营商环境，新密不走捷径，从
多方面着眼、多领域发力：

从严治党，以“治权”为重点，管住

权力“任性”，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干部培训，结合群众路线教育、“三
严三实”、“两学一做”等，建设一支高素
质的干部队伍，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开
展重点项目建设服务年活动，实行重点
项目挂牌办理，制作推进清单，提供上
门服务；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落
实政务服务“一口受理”、集中审批、“肩
并肩”辅导、AB岗等；推进“互联网+政
务服务”，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

“办事最简、效率最高、收费最少、服务
最好”目标。同时，还开展了机关内设
机构专项整治、作风建设年活动，深入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梧桐叶茂 凤凰登枝

8月中旬，34家先进制造业、新兴
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落户新密，总投资
达到427亿元。集中签约仪式上，参

会企业家的共识是：凤非梧桐不栖。
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新密在

产业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内步
履轻盈、稳健前行。

以文化产业、全域旅游为代表
的新密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
郑州银基集团、河南美景旅游地产
集团、香港路劲集团等国内知名企
业纷纷投资，目前在建和新建的文
化旅游项目 91个，总投资额 963 亿
元。投资 260亿元的轩辕圣境文化
产业园、投资 200 亿元的溱洧国际
文化新城、投资 100 亿元的银饰文
化产业园等项目正有序推进。

新材料（新型耐材）、家居和品牌
服装2个千亿级产业基地，环保科技、
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8个百亿级产业
集群，正在构建起新密以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该市实现
生产总值371.1亿元，增长8%，在郑州
五县（市）总量第一，工业投资增长
155.5%，增速居五县（市）第一位，全市
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为2.5∶50.8∶46.7。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新密招商引资
签约重大项目17个、总投资1577亿元，
实际吸收境外资金 1.4亿美元，增长
96%，全市新增挂牌上市企业10家，累计
达到142家，总数居全省县（市）第一位。

未来，新密将瞄准政务、商务、
市场、人文、法治、城市建设六大重
点，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
全面融入对接“一带一路”、自贸试
验区、航空港区、跨境电商综试区、
中欧班列等开放体系，加快推动新
密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由经济转型向全面转型转变，由传
统县城向现代化城市转变。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9 月 9 日一
早，汝州市小屯镇路寨村农民魏电杰家
的花生地旁就围满了人。经省种子管理
站邀请的花生专家测定，这块种了“益花
一号”的花生田，百亩方亩产高达 644.8
公斤，比全省花生平均亩产 300公斤翻
一番还多。

“这块地看着种得很稀，但随便拔一
株，结的花生果都在 150个以上！”魏电
杰坦言，种法很简单，就是要严格按照品
种要求科学稀种。“就拿一亩地来说，以

前需要花生种子40斤，种2万株以上，现
在用15斤种子种7000株左右就够了。”

“益花一号”是汝州人陈耀全经过10
多年研发培育的花生高产新品种，今年3
月通过农业农村部的登记，8月，“益花一
号”被列入国家花生良种重大科研联合
攻关项目。目前，该品种已在全国推广
种植2.4万亩。

“这样大面积的种植能达到如此高
的产量，全国少见。”全国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油料处处长王积军是现场测

产的专家之一，他说，与美国等西方农业
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花生亩产量还有
不少差距，“益花一号”在全国很有推广
价值。

面对这样的测产结果，培育人陈耀
全并不意外。他表示，农民要改变传统
的种植思维和种植模式，并不是种得越
稠越高产。“未来，我们将采取订单农业
等方式，加大对这一新品种的推广力度，
让花生成为致富‘金豆子’，鼓起咱农民
的‘钱袋子’。”②47

我省培育出花生高产新品种

“益花一号”亩产达644.8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