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黑除恶进行时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
度，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
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举措，全
面打响脱贫攻坚战。五年多来，全省农村贫困人口显著减
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速度加
快，社会事业不断进步，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党在农村
的执政基础进一步夯实，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党的十九大明确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作出了新的部署。各
级各有关部门要清醒看到，我省脱贫攻坚形势依然复杂
严峻，还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从脱贫任务看，截至
2017年底，全省还有 50个贫困县、3723个贫困村、221.4
万农村贫困人口，其中深度贫困县 4 个、深度贫困村
1235个，这些地区不仅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而且
基础条件薄弱，经济发展滞后，脱贫难度更大；在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中，因病、因残致贫比例达到 72%，无劳动能
力者占比 47%，65岁以上老人占比 26%，这些人群的比
例越往后越高，是贫中之贫、坚中之坚。从脱贫攻坚工
作看，个别地方和一些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政策措施不
精准、工作作风不扎实、能力素质不适应等问题还比较突
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仍然存在，影响
脱贫攻坚有效推进。从脱贫攻坚时限看，现在距离到
2020年实现全省总体脱贫目标任务已经不足三年，时间
十分紧迫、任务非常艰巨。应当看到，当前我省脱贫攻坚
已经从全面推进阶段转入了集中总攻阶段，必须把困难
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挑战认识得更到位一些，不放松、
不停顿、不懈怠，采取更加扎实、有效、管用的举措，全面
打好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为明确 2018—2020年脱贫攻坚时间表和路线图，严
格落实脱贫攻坚责任，指导推动脱贫工作实践，坚定完成
脱贫攻坚目标，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发〔2018〕16号）精神，结合我
省实际，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脱贫攻
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
方略，坚持脱贫攻坚目标和现行扶贫标准，坚持省负总责、
市县抓落实、乡村组织实施的工作机制，（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9月 12日
至 13 日，省政协主席刘伟在鹤壁调
研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协党的建设工
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认真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加强新时
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为政协工作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调研期间，刘伟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鹤壁市委、市政协和各县（区）政
协负责同志发言，了解学习贯彻中办

《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
工作的若干意见》情况，听取关于加强
政协党的建设的意见建议。刘伟指
出，中办《意见》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人民政协工作、对加强党的建设的新
要求，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的重要思想，全面加强党对人民政协
的领导，全面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冯芸）9月 12日至
13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喻红秋
在商丘市调研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省委十届
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部署，推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坚决打
好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断增强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民权

县公安局等地，喻红秋询问涉黑涉恶
案件线索摸排、立案侦办等情况；在
睢阳区宋城办事处、睢县城关镇周
庄村等地，了解专项斗争开展情况。
喻红秋指出，扫黑除恶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
决策部署。（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周青莎

政法信访工作事关国家安全和政
权稳定，事关经济秩序和社会和谐，事
关公平正义和民生福祉。7月 21日中
央巡视组向我省反馈意见以来，全省
政法信访系统坚持把巡视整改作为检
验“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的试金石，
以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的鲜明态度
和坚定决心，拿出更多让老百姓看得
见的整改成果，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按照《河南省贯彻落实中央第一
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案》，我省
对 38项政法信访工作整改事项进一

步明确了整改措施、责任领导、整改期
限等，提出整改工作的“时间表”“路线
图”，要求把每个问题都当作“必答
题”，逐一研究、逐条剖析，细化措施、
压实责任，采取动态管理、台账推进、
挂账销号的办法强力推进整改，完不
成任务绝不收兵。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
情。为解决群众最关切的问题，全省
政法信访系统协同作战，动真格、敢碰
硬，认真抓好中央巡视组移交信访案
件办理工作。

信访人左某怎么也想不到，自己
烦心17年的事情，（下转第六版）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为获取非
法经济利益，5名被告人在沁阳市组
织实施开设赌场、帮人打架“震点”、
强行入股石料厂生意、替人索取债务
获取好处费、插手民间纠纷等违法犯
罪行为。沁阳市人民法院近日对该
起黑社会性质案件公开宣判，5名被

告人获一年六个月至十年不等刑期。
这只是焦作市扎实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一个案例。8月 27日，记
者从焦作市委政法委获悉，中央部署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焦作坚决贯
彻中央和省委关于扫黑除恶的决策部
署，深入宣传发动，广泛收集黑恶线索，
严厉打击黑恶犯罪，深挖黑恶势力“保
护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大力铲除
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取得了明显成效。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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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在鹤壁调研时指出

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
为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喻红秋在商丘市调研时要求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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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以“钉钉子”精神
打赢扫黑除恶的人民战争

站稳人民立场 回应人民期待
以整改实效彰显公平正义

实干，在这里写下出彩答卷
——新蔡县脱贫攻坚调查

各省辖市、直管县（市）党委和人民政府，省委
各部委，省直机关各单位，省管各企业和高等院
校，各人民团体：

现将《河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
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
2018年7月6日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河南省打赢脱贫攻坚

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记者蹲点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9月 13日，
省委书记王国生到周口市调研，强调
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解放思想、抢抓机遇、扩
大开放，进一步激发全市上下昂扬向
上的干事创业激情，在推动高质量发
展中全面展现新形象，为中原更加出
彩作出新贡献。

位于沙颍河南岸的周口港区是以
内河港口为依托规划建设的产业集聚
区。王国生登上港区码头，详细了解
规划建设、物流运营等情况。他指出，
周口要发挥通江达海的内河航道优

势，认真谋划产业布局，提高运输能力
和效率。临港经济不仅是发展经济的
重要突破口，也是开阔视野、扩大开放
的重要载体。要以临港经济发展加快
推动产业转型，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实
现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

王国生走进周口市益海嘉里工业
园，察看食用油灌装生产线，了解农副
产品深加工情况；在西华县河南奈安
生物科技公司，询问土壤改良措施和
推进绿色农业发展情况；来到西华县
黄桥乡裴庄行政村走访贫困户，察看
产业扶贫。王国生指出，周口农业特
色突出，工业发展潜力很大，要着力发

展一批有影响、带动能力强的企业，加
快培育主导产业，推进产业扶贫，为农
民致富增收提供更多机会、拓展更宽
渠道。

王国生主持座谈会，围绕以党的
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与
市县党委书记进行交流。王国生对周
口市精心承办省第十三届运动会所做
的工作表示肯定，叮嘱要以成功承办
本届省运会为契机，凝聚起全市上下
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推动内陆城市
改革发展形象的全面提升。

王国生强调，周口要进一步树好
开放形象，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着力

探索内陆城市改革开放的新路子。要
进一步树好城市形象，坚持规划先行，
一张蓝图绘到底，彰显文化特色，提升
城市品位，打造良好自然生态。要进
一步树好干部形象，从思想作风建设
入手，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
态。要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确保每
项攻坚战都取得让人民满意的成果。
要着力打牢基层基础，建强基层组织，
以精准脱贫、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方
面工作的新成效凝聚民心，把人民群
众紧紧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夯实党的
执政根基。

穆为民、戴柏华参加调研。③4

王国生在周口市调研时指出

保持昂扬向上的干事创业激情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全面展现新形象

□本报记者 孙德中 孙勇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宋超喜

金秋时节，花果飘香，中原大地上
一派丰收景象。新蔡县干部群众脸上
的笑容更甜蜜，心中的喜悦更浓厚，因
为他们的收获，让人更加骄傲与自豪。

8月 8日，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新闻发布会郑重宣布，经国务院扶贫办
验收复核，新蔡县成功实现脱贫摘帽。

新蔡脱贫了！中央和省委念兹在
兹的“让老区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幸福
生活”目标实现了！这是 130 万新蔡
人民盼望已久的“出彩”时刻。

9月5日，全省扶贫重点县脱贫工作

推进会在新蔡召开，省里特意安排新蔡
在会上重点介绍贫困县退出工作经验。

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包袱
重，经济指标曾长期处于全省倒数的国
家级贫困县，为何能在短短几年内实现
高质量脱贫？因何能从“贫困样本”变
身“脱贫先锋”？昔日十年九淹的“洪水
走廊”缘何蝶变为“梦里水乡”？

近日，记者走进大美新蔡，探访新
蔡脱贫攻坚与富民强县同频共振、相
得益彰的宝贵经验和生动实践。

人民的期盼是第一呼声

贫穷有颜色吗？
灰色、暗淡、阴沉……走进新蔡佛

阁寺镇孤儿小冰雁的家，一辆破二八
自行车是这个家最值钱的家当。和爷
爷相依为命的小冰雁，见到生人紧张
无助、目光怯弱的一幕，让几年前探望

爷孙俩的爱心人士至今难忘。
贫穷有滋味吗？
苦涩、辛酸、无望……韩集镇林洼

村的张晓菊，丈夫不幸去世，撇下她一
人照顾几个孩子，最大的17岁，最小的
刚牙牙学语，让这个家庭一度陷入绝
望的深渊。

贫穷有重量吗？
像压在胸口的巨石，似横亘在前

方的大山，如笼罩头顶的乌云……不
仅让全县 11万多贫困群众喘不过气，
也让新蔡广大党员干部“压力山大”，
更严重制约了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
1947 年 7月，在解放战争的炮火

硝烟中，刘邓大军鏖战豫东南，在新蔡
前线指挥部发出“狭路相逢勇者胜，要
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的战斗号
令，在新蔡人民的有力支援下强渡汝
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加速了中国革命

胜利的历史进程。
弹指一挥间，革命硝烟早已散尽，

新蔡群众却还有近十分之一生活在贫
困中。“人民的期盼是第一呼声，绝不
能让这片洒下革命先烈鲜血的土地继
续穷下去了！”这是新蔡县委县政府作
出的庄严承诺。

2014年以来，新蔡全县上下弘扬
当年刘邓大军“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
神，立下决胜脱贫攻坚“军令状”，吹响
脱贫攻坚的冲锋号，尽锐出战斗贫魔，
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打
赢了一场波澜壮阔、气壮山河、辉映未
来的脱贫攻坚大决战。

截至目前，新蔡县130个建档立卡
贫困村已有 128个稳定退出，10.84万
贫困群众稳定脱贫，全县贫困发生率
从 2014 年的 10.63%降至 0.88%。经
第三方评估，群众认可度达96.88%。

（下转第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