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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党报发行持续稳定

打击非法采砂，我省缘何“重拳”频出

11 月 21 日，全

省深入推进河湖非

法采砂专项整治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举

行。省委、省政府

决定再利用 3个月

时间，深入推进河

湖非法采砂专项整

治工作，坚决遏制

非法采砂现象，维

护河湖良好生态。

我 省 为 何 要 接 连

“重拳”出击非法采

砂？当天的会议给

出了答案。

□本报记者 高长岭 非法采砂 余烬未熄1 深入推进 深挖细查2 疏堵结合 恢复生态3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王风娇）11月 21日，鹤壁
市召开 2019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会议，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党报党刊
发行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鹤壁市
2019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会议指出，党报党刊是治国理政
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段，是党的意识
形态工作主阵地。做好《河南日报》
等重点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对于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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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
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推进党的新闻事
业健康发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

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
要意义，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做好党
报党刊发行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将其
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
好。

会议强调，党报党刊发行工作涉
及方方面面，必须加强统筹协调，牢
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形成工作合
力，明确订阅范围，落实订阅任务，加
大支持力度，保障订阅经费，增强发
行时效，优化发行机制，严明纪律规
矩，切实规范报刊发行秩序，采取有
力措施，确保 2019 年度党报党刊发
行各项重点工作落到实处。③6

本报讯（记者 李点）11月 22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万鄂湘一
行在郑州，就立法和法律监督等工作
与部分基层全国人大代表举行座
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维宁主
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马豹
子、方燕、李士强、李灵、周崇臣从加
快法律法规立改废进程、加大对国有
资产监督力度、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
法律监督中的作用等方面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大家在发言中高度肯定
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密
切联系代表、保障代表全面履职等各
项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并结合自身工
作实际提出了意见建议。

在认真听取各位代表发言后，
万鄂湘说，习近平总书记和栗战书委
员长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工作，人大代表
对基层实际情况最熟悉，对党中央决
策部署和宪法法律实施情况最了解，
对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盼最清楚，大
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
真研究和采纳。希望大家更好地发挥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植根人民的特点，
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

张维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全国人
大常委会为“样板”和“标杆”，坚持依
法履职尽责，在联系代表、服务代表
上下更大功夫，切实履行好地方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职责。③5

当前，我省城乡建设任务重，河砂
需求量大，不可能一禁了之。同时，
从河流自然规律讲，定期疏浚河道、
保障行洪防洪安全，也需要适度规模
采砂。

“开展整治非法采砂行动，不是禁，
而是限，要坚持疏堵结合。”省水利厅厅
长孙运锋说。

会议要求，各地要按照“科学规划、
依法许可、严格监管、有序开发”的要
求，加快建立科学规范的河湖采砂管理
长效机制，明确可采区、禁采区，已发
生滥采河砂的区域在生态修复之前不
能开采，生态脆弱和敏感区域不能开
采，河道采砂管理长效机制没有建立起
来的区域不能开采。

“整治非法采砂，各地要将依法打
击与集中整治结合起来、杜绝滥采与规
范有序结合起来、河道疏浚与生态修复
结合起来，科学合理开采，坚持边开采、
边修复，确保既有序开采河砂，又不破
坏生态环境，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
众满意。”武国定说。③8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11 月 21
日，开封市召开 2019 年度党报党刊
发行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贯彻落实
全国、全省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精
神，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做好党报党刊
发行工作的特殊重要性，作为重要政
治工作牢牢抓在手上，切实做好 2019
年度《河南日报》等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

会议指出，党报党刊是治国理政
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段，是党的意识
形态工作的主阵地。要充分认识新形
势下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特殊重
要性，进一步增强自觉性主动性，切实

把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作为一项重要
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好，不断提高党
报党刊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
信力。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
统筹协调，汇聚工作合力。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
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加强与组织、财
政、邮政等部门的协调配合，抓好发行
任务的分解落实，妥善解决工作中的
具体问题。各县区要加大财政和党费
支持订阅力度，安排专项经费，大力推
动将党报党刊作为公共文化产品予以
订购赠阅，认真落实订阅任务，保持订
阅数量稳定。③6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花
婷）11月 21日，省委常委江凌在信阳
指导市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强调要深刻汲取秦岭北麓违建别墅问
题和淮河河砂开采问题的教训，进一
步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四个
意识”“两个维护”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江凌指出，信阳市委常委班子认
真落实省委要求，深刻汲取教训，深
入剖析问题，共同接受了一次深刻的
政治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取得了良
好效果。

江凌强调，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
题，把树牢“四个意识”、落实“两个维

护”作为根本，不断强化思想自觉；要
把讲政治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体现在
具体工作中，真正打赢淮河生态治理
这场硬仗；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和执
纪导向，加强县域治理，营造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要把政治建设和作风建
设紧密结合起来，营造干事创业的浓
厚氛围，激发党员干部争先进位和开
拓进取意识；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更
扎实推进工作，更密切联系群众。

会前江凌还赴罗山县实地察看
了淮河生态修复情况，并赴息县、平
桥区就民生领域改革以及产业创新
发展进行了调研。③8

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11 月 21
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全
程参加周口市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
生活会，与大家一起深入学习中办
《关于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在秦岭北
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上严重违
反政治纪律以及开展违建别墅专项
整治情况的通报》精神，共同推动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
央、省委决策部署在周口落地生根。

在逐一听取发言后，孙守刚指
出，周口市委高度重视，准备充分，会
议开出了高质量，达到了预期目的。
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把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
央决策部署作为第一位的政治任务

和政治责任，始终做到严守政治纪
律、政治规矩坚定不移。要把作风建
设紧紧抓在手上，有效解决碌碌无
为、懒政怠政、松垮散漫等突出问题，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
责。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担当作为，真抓实干，敢于较
真碰硬，敢于拍板负责，在破解难题
中推进工作上台阶，走出一条传统农
区实现工业化、推进城镇化、高质量
发展的新路子。要扛牢管党治党政
治责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在周口期间，孙守刚赴西华县实
地察看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和群众
文化活动开展情况。③5

万鄂湘在郑州与部分全国人大
代表座谈时指出

发挥好人大代表作用
履行宪法法律赋予职责

江凌在指导信阳市委常委班子专题
民主生活会时强调

把“四个意识”“两个维护”
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孙守刚在参加周口市委常委班子专题
民主生活会时强调

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坚定不移

加强统筹协调
保持订阅数量稳定

将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抓紧抓实抓好

河湖非法采砂问题，危害很大。
“不仅影响防洪安全、毁坏道路桥梁，
而且破坏河湖生态、严重污染环境，人
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副省长武国定
说。

今年6月 1日起，我省开展了为期
3个月的整治非法采砂专项行动，全省
关停了 686 个非法采砂点，销毁了
1428 艘非法采砂船，刑事拘留了 135
名违法犯罪分子，处理了一批失职渎
职的领导干部，滥采河砂现象得到遏
制，淮河干流的生态初步修复，整治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

近日，省政府派出 4个督导组，对
我省境内 417公里长的淮河干流进行
了专项暗访核查，发现淮河干流仍有
非法采砂现象，一些地方整治并不彻
底，一些合法的采砂场也在越界超采，
部分地区的生态修复并不到位。省
委、省政府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应切
实增强政治敏锐性，站在讲政治的高
度，深入推进河湖非法采砂专项整治
行动，维护河湖良好生态。

河砂是重要的建筑原材料。全省
每年需要河砂约 2000 万立方米，由于
我省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目前经过
依法批准的采砂规模为 300万立方米，
市场缺口较大，河砂价格随之上涨。

业内人士介绍，在郑州、洛阳一带，
每立方米河砂售价220元至250元，在距
离产地较近的信阳，每立方米河砂售价
110元至150元，而河砂采挖成本每立方
米只有30元。在巨大利益驱动下，部分
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在后半夜盗采河砂。

当天会议要求，再利用3个月时间，
深入推进全省河湖非法采砂专项整治工
作，坚决遏制非法采砂现象，维护河湖良
好生态。对非法采砂行为要露头就打，
立即没收船只、销毁机具，对违法分子要
快查快办；要深挖细查，严查有无政府部
门等公职人员失职渎职行为、有无利益
输送充当“保护伞”、有无黑恶势力参与。

为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省河长办当
天印发了《河南省河湖非法采砂举报奖
励办法》，举报河湖非法采砂者，最高可
获得1万元奖励。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通讯员
周由）11月 22日，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黄强指导驻马店市委常委班子
专题民主生活会，深入学习中共中央
办公厅《关于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在
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上
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以及开展违建别
墅专项整治情况的通报》精神和省委
要求，结合实际对照检查，认真查摆
政治、作风和落实等方面存在问题，
研究整改落实工作。

黄强指出，要举一反三、引为镜
鉴，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把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重要政治

责任，以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体现
“四个意识”、落实“两个维护”、践行
对党忠诚。

黄强强调，要着力克服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坚决杜绝表态多落实差、调
门高行动少现象。要坚决扛起生态文
明建设政治责任，常抓不懈、久久为
功，确保实现驻马店市2020年达到国
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目标。要扎
实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问
题整改，杜绝表面整改、敷衍整改、虚
假整改。要敢于动真碰硬，敢于拍板
负责，忠诚、干净、担当，着力解决事关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生态环境保护和
长远发展的突出问题。③5

黄强在指导驻马店市委常委班子专题
民主生活会时强调

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转变作风
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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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洛宁县下峪镇
西子湖边，山川与碧水相依，
蓝天与彩叶相映，构成了一幅
令人心醉的美丽画卷（11月 21
日摄）。洛宁生态之美，美在
自然，美在没有雕琢的痕迹。
生活在这里的故东村村民，每
日行走在大山的青峰里，泛舟
在浩渺的碧水上，守护着彩叶
霞飞的诗意家园，演绎着动人
的生命故事。⑨6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影报道

青山碧水
诗意家园

▲

山川、碧水、树木相映成趣。

（上接第一版）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决
策部署情况的政治体检。

会议强调，省政协党组坚决拥护
党中央严肃查处秦岭北麓西安境内
违建别墅问题的决定，坚决贯彻通报
提出的“四个必须”的要求。要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核心意识，坚

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和
领袖权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锻造过
硬作风，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政协系统
落地落实，以对党忠诚、履职担当的
实际行动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龚立群列席会议。③8

强化核心意识 严守政治纪律
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