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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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黑除恶进行时

新华社北京9月 19日电 2018年国
际和平日纪念活动 19日在江苏省南京
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纪念活动致贺信。

习近平表示，值此 2018年国际和平
日纪念活动举办之际，我谨代表中国共
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
的名义，向纪念活动的举办致以热烈的
祝贺！向出席纪念活动的各国嘉宾、民
间和平组织、安全智库代表和各界人士
表示诚挚的欢迎。

习近平指出，和平始终是人类社会
的普遍期待与殷切向往。当今世界，和
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但各国面临
的安全威胁日益复杂，战争威胁始终挥
之不去。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中国人民
深知和平之可贵，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
发展道路，永远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

习近平强调，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
设立以来，致力于传播和平理念、维护

世界和平，已成为各方加强安全治理合
作、凝聚国际和平力量的重要平台。今
年的纪念活动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
世界”为主题，契合国际和平日设立宗
旨，符合世界各国及各国人民根本利
益。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汇
聚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发挥积极作用。
预祝 2018 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取得
圆满成功。

本报讯（记者 李悦 黄晖）从以往
的竞技体育一枝独秀，到如今的全民
健身、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三方协同
发展——9月 12日开幕的河南省第十
三届运动会，见证了河南体育改革开放
四十年来的历史变迁。

作为我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
合体育盛会，今年的省运会与以往相比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加大了社会组赛事
项目。26个大项、102个小项的比赛，
吸引了全省1万多名群众报名参加。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体
育工作，积极推进体育强省、健康中原
建设，全省体育事业步入发展的快车
道。

全民健身蓬勃开展。群众“六个身
边”工程建设全面实施，“六赛两节两活
动”品牌亮点纷呈，全省现有县级以上
体育社会组织 4128 个、体育俱乐部

914个、社会体育指导员 25.6 万人、体
育场地 8.3万个，全省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的人数达 3200万，2017年被评为全
国全民健身示范省。

竞技体育屡创佳绩。2017 年度
获得 3 个世界冠军、14 个亚洲冠军、
56个全国冠军；在第十三届全国运动
会上获得 25 金、18 银、20 铜，金牌和
奖牌总数为我省参加历届全运会之
最；朱婷等 33名河南健儿参加 2018年
第十八届亚运会，夺得 9金、7银、3铜；
积极开展跨界跨项选材，近 200 名运
动员入选国家集训队，人数位居全国
前列。

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积极推进体
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了全
球最大的少林、太极武术教育培训基
地，航空运动和体育休闲产业发展势
头强劲，体育用品制造业形成集聚效

应，全省体育产业总规模已由 2015年
的 460 亿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910 亿
元，体育产业已逐步成为新的经济增
长点。

谈及河南体育的未来发展，省体
育局局长李俊峰表示，按照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省委
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精神，
省体育局提出了“一三三”的工作思
路。首先，要坚持“一个中心”不动摇，
即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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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
心，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
体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将体育工
作放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大背
景下统筹推进。其次，狠抓“三大主
业”的巩固提升,努力实现全民健身的
基础作用、竞技体育的引领作用和体
育产业的支撑作用。在全民健身方

面，将深入落实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持
续开展“六个身边”工程建设，计划到
2020年，省辖市和有条件的县（市）建
成“两场三馆”，新建居住区、社区、行
政村体育设施覆盖率达 100%。在竞
技体育方面，将着眼奥运会、全运会改
革方向，继续加大跨界跨项选材力度，
优化项目布局，强化科学训练，注重人
才培养，确保在奥运会、全运会上取得
好成绩。在体育产业方面，将进一步
扩大产业领域，增加产业体量，促进健
身休闲产业发展，推进体育与旅游、文
化、健康等产业相互融合。最后，要强
化“三个保障”的助推作用，即加强党
的建设提供政治保障，注重改革创新
提供动力保障，完善设施建设提供基
础保障。③9

本报讯（记者 李点）省政协十二
届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9月 19日在郑
州开幕，省政协主席刘伟主持会议。

上午的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常
委会会议议程，传达学习了全国政协
十三届常委会第三次会议精神，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围绕我省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了专题报告，报告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真
贯彻全国和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精神，深刻分析了当前我省生态环境

保护的形势，对下一步我省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重点任务进行了详尽
介绍。下午，与会人员就上述议题进
行了分组讨论，并就助推我省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提出了意见建议。

省政协副主席钱国玉、龚立群、
张亚忠、高体健、周春艳、谢玉安、张
震宇、刘炯天和秘书长王树山出席会
议。部分住豫全国政协委员、省辖市
政协主席、省政协机关厅级干部列席
会议。③8

本报讯（记者 刘勰 李凤虎）9 月
19日，中央扫黑除恶第6督导组与河南
省委第三次边督边改对接会在郑州召
开。督导组组长盛茂林主持会议并通
报第二轮下沉督导驻马店、信阳、南阳、
三门峡、焦作、济源、洛阳、周口、安阳 9
市有关情况，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喻红秋代表省委作表态讲话，督导组副
组长王春峰出席会议，舒庆、胡道才出
席会议。

盛茂林在讲话中肯定了河南近期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开展情况，他指
出，河南省委、省政府把专项斗争作为
重要政治任务，加强党对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全面领导，广泛发动群众参与，

办结了一批涉黑涉恶重大案件，深挖彻
查黑恶势力“保护伞”，探索标本兼治长
效机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中央扫黑
除恶第 6督导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按照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
作部署，带着政治责任督导，带着为民
宗旨督导，带着法治思维督导，带着问
题导向督导，带着嫉恶如仇立场督导，
督导工作取得明显效果。

盛茂林从政治站位、依法严惩、综
合治理、深挖彻查、组织建设、组织领导
等 6个方面通报了第二轮下沉督导发
现的问题，提出了整改建议。他强调，
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切实做到“三个主
动对标”，主动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
排，（下转第二版）

2018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举行

习 近 平 致 贺 信

大河潮涌大河潮涌 ——纪念改革开放纪念改革开放4040周年周年

河南体育：从“一枝独秀”到“三驾马车”

中央扫黑除恶第6督导组与河南省委
第三次边督边改对接会召开
盛茂林主持并通报第二轮下沉督导工作情况
喻红秋作表态讲话

省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开幕
刘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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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开幕还有距开幕还有 天天66

□夏远望

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过去缺水，乡

亲们“家里一盆水，年轻媳妇们洗完，老

人再洗”。党支部书记裴春亮

捐资打井，又设法为村里建了

一座同心浴池，淋浴、蒸房、泡

澡、搓背，只需几块钱，当地60

岁以上老人则完全免费。很多

乡亲一辈子都没这么“享受”

过，激动地对党支部直竖大拇

指。

无独有偶，一位领导人也写过当年

在天津工作时遇到的“小浴室”故事：有

的单位利用几平方米的空间办了小浴

室，职工能干干净净回家，非常高兴。

他这样感慨地说：为群众办事，不但要看

你办多少实事，还要看你尽心竭力的程

度。大小两座浴室，其实都说明着一件

事儿，“打鼓要在点儿上”，只要你真心实

意为群众办事，把事情办在“点

儿”上、办在群众心窝里，钱多钱少

都能办得漂亮，都能以心换心。

反观一些地方、一些干部，喜

欢搞外表光鲜的形象工程，对群众

的如厕难、出行难、就学难等却无

动于衷。“需要一杯水，递来一碗

盐”，钱没少花，群众心里的疙瘩却解不

掉，怎么赢得群众发自内心地信任和支

持？谋发展的大事要抓，贴心暖心的民生

“小事”也绝对忽略不得。浴池的故事很

小，包含的道理却很大很大。2

把好事办在群众心窝里

更多内容详见07│特刊

母校师生追思李芳老师：

我们誓做您的接班人

□本报记者 赵振杰

中华餐饮历史上，从来没有举办
过这样隆重的大会。

“中国菜”，从来没有过这样集中
地绽放——34 个省籍地域（含港澳
台）、340道经典名菜、273席主题名
宴齐齐亮相。

推动中餐“走出去”，此次大会是
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必将书写中国
餐饮业的新篇章，开启“中国菜”的新
时代。

9月 9日至 12日，中国烹饪协会
联合河南省商务厅共同主办的 2018
首届向世界发布“中国菜”活动暨全
国省籍地域经典名菜、名宴大型交流
会在郑州黄河迎宾馆举行。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厨神”第

一次齐聚黄河之滨，齐聚中国烹饪文
明的主要发祥地，交流借鉴，激发灵
感，继承传统，创新发展。不同口味
的传统烹饪技术同人们的现代生活
完美融合，兼收并蓄的“中国菜”，不
但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需求，同时，

也将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
成部分的餐饮文化走向世界，共同创
造中国餐饮的时代辉煌。

这样一场盛会，为什么要在河南
举办？又将给古老而现代的中原带
来什么？带着这些追问和思索，我们
从文化、经济、民生、开放等多个角度
分析活动的意义，同时也希望给广大
读者带来更多深层次的认知。

弘扬传统文化
传承华夏文脉

“民以食为天”，中国不仅具有源
远流长的饮食文化，而且历来就有追
求美食的传统和习惯，对美食情有独
钟。中华民族不但创造了世界第一
的餐饮美誉，而且也将饮食文化发挥
得淋漓尽致。

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中国饮食
文化就与中华文化同生共长，一直保
持着发展的势头，经久不衰，无论是朝
代更迭，还是社会制度变更，从未对其
造成影响，而且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
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下转第三版）02│要闻

“中国菜”在河南开启“新时代”
《中国菜——全国省籍地域经典名菜、主题名

宴名录》首次向全球发布

本报讯（记者 屈芳）9 月 19 日，省长
陈润儿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棚房”整治问题的重要
批示和国务院专题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研究
部署“大棚房”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讨论研究
优化能源结构、压减煤炭消费总量工作，审议
有关文件等。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大棚
房”问题整治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提出明确
要求，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也专门作出批
示。我们要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
同志批示要求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要求上来，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全面清理、
彻底整治。

会议指出，要严格落实责任，本着“属地
管理、市县为主、上下联动、共同负责”的原则
协调行动，务求实效。要全面摸清底数，在全
省开展拉网式、台账式排查清理，逢棚必查、
不留死角，掌握实情、查清根源。要坚决依法
整治，严守耕地红线，突出整治重点，分类处
置、集中打击。要恢复耕地功能，按照“谁破
坏谁恢复”的要求抓紧土地复垦。要严肃督
导问责，对不作为、乱作为、失职渎职以及贪
污腐败的公职人员严肃问责追责，绝不含糊。

会议原则通过了淘汰煤电落后产能行动
计划、煤炭消费减量行动计划。会议强调，加
快能源结构调整、压减煤炭消费总量势在必
行、刻不容缓。要统一思想，深刻认识河南能
源资源偏少、结构偏煤、利用偏低这一现实，下
决心压减煤炭消费，真正还百姓蓝天碧水。要
明确目标，做好市场、技术和管理文章，切实降
低煤炭消费总量、煤炭消费占比、火电发电占
比，坚决完成国家下达任务。要突出重点，控
制总量、优化结构、减少煤耗、提高效率，推动
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正确引导，研
究鼓励推进技术改造、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
引导解决煤炭消费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
遇的实施意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副省长徐
光、何金平、武国定、霍金花，秘书长朱焕然出
席会议。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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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卞瑞峰 马啸

在全省脱贫攻坚工作中，“三山一
滩”地区任务最重：重在贫困人口之多，
占全省贫困人口的70.1%；重在贫困程
度之深，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

而在“三山一滩”中，新乡市原阳
县是全省最大的“滩区大户”。黄河滩
区占了 3个“全省之最”：跨度最长、面
积最大、滩区人口最多，滩区面积占到
全县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要想成功

“摘帽”脱贫，对省级贫困县原阳县来
说，难度可想而知！

从 2015 年的全省倒数第二，到
2016年成为全省被约谈县之一，再到
2017年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经过近
两年扶贫“大洗礼”，新乡市原阳县扶
贫质量和成效稳步提升，全县上下发
生着令人刮目相看的变化。

原因何在？
原阳县委主要负责人告诉记者，虽

然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困难重重，原阳

县使出政策给力、党建助力、部门聚力、
干群卖力“四股力”，再把“四股力”拧成

“一股绳”，有决心、有信心打赢这场事
关大局的攻坚战，确保三季度全面达
标、四季度整体提升、年内脱贫摘帽。

政策给力。按照“围绕脱贫，谋划
项目，培育产业，发展经济”工作思路
和“村村有产业、户户有方向”的扶持
理念，精准施策，狠抓产业扶贫。

狠抓强农扶贫，建成带贫合作经
济组织61个，吸纳安置贫困人口1051
人，人均月工资 1500 元左右，累计流
转贫困户土地 10240 亩，资产收益亩
均 1000元，先后涌现出原生合作社等
一批先进带贫合作社。

狠 抓 光 伏 扶 贫 ，共 投 入 资 金
8522.62 万元，实施光伏发电项目两

批，总装机容量达到12兆瓦。目前，两
批项目均已并网发电，将保障 4542户
贫困户户均年收益2000元。

狠抓智慧电商扶贫，已建成乡村
两级电商线下体验店 400 多家，实现
贫困村全覆盖，惠及群众 4万多人；组
织开展电商扶贫政策及电商知识普及
培训13期，受训人员865人次。

狠抓扶贫车间建设，投资 1725万
元，建成扶贫车间7个，带动365名贫困
人口就业。狠抓精神扶贫，狠抓社会扶
贫，着力培育集体经济……去年以来，
全县累计投入资金1.62亿元，实施产业
扶贫项目 177个，带动贫困户 9000余
户，给力政策的扶贫效果越来越明显。

党建助力。把加强党建与脱贫攻
坚深度融合，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的

组织保障。
分期分批开展扶贫干部业务培训，

共举办各类大型培训班7期，累计培训
干部近4000人次，将乡镇党政正职、县
直单位班子成员、村两委负责人和扶贫
干部全部培训至少一次，有效提高了扶
贫干部的学习能力、政治领导能力、群
众工作能力、政策落实能力。

坚持选优配强党组织负责人、建
强村“两委”班子，有序推进村“两委”
换届选举工作，全县农村“两委”换届
圆满结束。加强村级阵地建设，实现
全县所有党支部活动阵地全覆盖。

组织开展农村党建“逐村观摩、整
乡推进、整县提升”活动，推动基层党
建工作全面进步，以高质量党建推动
高质量脱贫。

部门聚力。实行协作联动工作法，
加强县四大班子之间协作联动、县乡村
三级之间协作联动、乡镇办事处与县直
单位之间协作联动、县直单位之间相互
协作联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相互协作
联动，通过横向纵向联动协作。聚集了
强大的合力，有力推动了“横向全覆盖、
纵向全链接、全县一盘棋”格局的形成。

干部卖力。推行扶贫“冲在一线、干
在一线、拼在一线”的扶贫“一线工作
法”，组织各级干部深入基层、深入一线、
深入群众、深入问题多的地方，使出拼
劲、狠劲、韧劲，谋实招、干实事、求实效。

常委班子以身作则，重心下沉，深
入乡村和贫困户家中，现场督促指导，
帮助解决问题；所有县级干部每月8天
一线督导指导，每周蹲点驻村一次，一

线发现问题，一线解决问题，一线推进
工作……“一线工作法”推行以来，原
阳县上下形成了一级做给一级看、一
级带着一级干的生动局面。

“四股力”拧成“一股绳”，高质量
脱贫有保证。目前，原阳县贫困户产
业增收覆盖率达到262%，在新乡市半
年产业扶贫集中观摩居第一位；以农
民工返乡创业助力脱贫攻坚成为一大
亮点，成为新乡唯一的“国家支持开展
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县”；滩区迁建工
作扎实开展，官厂安置区工程进度居
全省第一位；今年上半年，原阳县县本
级列支 1.2亿元，统筹推进非贫困村基
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基础设
施建设达标率全市第一……

原阳县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开展得
有声有色，整体质量显著提升，顺利实现
了时间任务同步。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表
示，原阳县将认真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
神，坚持精准方略，对出台的政策措施一
件一件去落实，对贫困人口一户一户去
帮扶，全力以赴打赢脱贫攻坚总攻战。

新乡市原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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