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蹲点

□本报记者 董林 童浩麟

采访调研中，记者发现开封市在以
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
过程中，牢固树立抓党建是最大政绩的
理念，通过抓实“强化基层基础”，推动
基层党组织全面过硬，为实现“两个高
质量”提供坚强保证。

抓支部强堡垒，释放治
理“正能量”

“在工作中，我们持续抓好‘关键
事’‘关键人’‘关键层级’‘关键阵地’，
推动干部下沉、力量下沉、资源下沉。”
开封市委书记侯红表示，“增强引领力、
组织力、服务力、战斗力、凝聚力，激发
广大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激情，为实现

‘两个高质量’凝心聚力。”
基层支部如何凝心聚力？开封市

委确立这样一种导向：党的一切工作到
支部，使支部真正成为推动发展、服务
群众、凝聚人心的战斗堡垒。

11月 26日晚，顺河回族区汴京路
小学操场。虽是冬夜，仍有许多市民在
跑步、健身、跳舞，很是热闹。56岁的徐
好兰带着孙子在操场上散步。她说，学
校的操场和健身器材都免费开放，等于
家门口有了个“文体中心”，真是方便。

2017年起，顺河回族区在全市率先
探索基层党建街道“大工委制”、社区“大
党委制”，其中一项便民设想就是推进学
校等公共单位与辖区的资源共享：加入
街道“大工委”或社区“大党委”的公共单
位，采取“潮汐式”法，节假日将操场、健
身器材等向群众免费开放，将学校的党
员活动室和教室向社区党员开放，解决
社区党员组织活动场所不足的难题。

“通过壮大基层党建的‘朋友圈’，打
破基层党组织与驻区单位之间的壁垒，实
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百姓喜欢、社区党
员热爱。”顺河回族区委书记陈广西表
示，“基层治理难题顺势而解，驻区单位

从基层治理的‘旁观者’变为‘建设者’。”
党建“朋友圈”壮大后，“大工委”

“大党委”咋建？归谁管？
全区以“街道社区党组织负责人专

职+共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兼职”的形
式，组建 6个街道“大工委”、35个城市
社区“大党委”，吸引中电投开封分公
司、河南大学、开封市委组织部等 237
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加入。

结果是：基层党建“共享、共管、共
建、共治”的基层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群
众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福利，安全感指
数不断提升。

在基层党建关键层级、关键阵地
上，开封市委屡屡创新：借鉴当年焦裕禄
同志在兰考树立“四面红旗”思路，在全
市农村、社区中分别开展以争创“基层党
建、脱贫攻坚、产业兴旺、文明美丽”和

“基层党建、文明新风、治理有效、服务群
众”为主要内容的“四面红旗”创建活动；
在全省省辖市、县区、村级中第一个开设
党员政治生活馆；开展“双联双创”“新乡
贤行动”和“5+N”主题党日活动等。

同时，开封市委实施《基层党建强
力计划》，在基层党建中探索“互联网+

基层治理”新模式，在市、县、乡和社区
建设综合信息指挥中心、社会治安平
台、行政执法平台、市场监管平台、便民
服务平台“一中心四平台”，最终实现提
高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
平的“双极”目标。

抓干部强队伍，让基层
干部有“奔头”

记者调研发现，开封市委、市政府
从优化基层干部工作环境、关心爱护基
层干部角度出发，从政策上和体制机制
上破解基层工作难题，化解事多、权小、
人少、责大的矛盾。

今年，开封市委更是从政治、生活、
精神等方面持续加大对基层干部的关
怀力度。

让支部书记有“奔头”，解决好身份
问题。把村（社区）书记队伍建设纳入
全市干部、人才队伍总体规划。加大从
村（社区）干部中定向招聘事业编制人
员力度，对连续任职两届以上、表现优
秀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经过规定程
序优先纳入事业编制。（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 11月
28日从省财政厅获悉，我省近日获
2016—2017 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
中央财政补助清算资金25.67亿元，
加上前两批中央已下达的补助资
金，今年争取中央补助资金 92.9 亿
元，核定符合申报条件的车辆推广
数 27412 辆，占全国总资金规模的
1/4，位居全国第一，创 2016年该政
策实施以来最高水平。

据了解，有 4 家省内企业分得
了这笔资金“蛋糕”：郑州宇通客车
股份有限公司获得 919136 万元支
持，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获得
4532万元，海马汽车有限公司获得
998万元，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获得4525万元。
该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新能源

客车、乘用车、专用车和货车以及燃
料电池车的推广应用，弥补有关企业
在销售新能源汽车时为消费者垫付
的补助资金。据悉，中央财政资金的
支持，将有效引导公众选择绿色出
行，加快消费方式转变，为加快改善
空气质量和治霾防霾、打赢打好蓝天
保卫战提供坚实保障。③3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11月 28日，
省委书记王国生在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座谈会上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中国共
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
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以下简称
两个《条例》），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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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精神贯通起来，与实际工作结合
起来，树立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鲜明
导向，推动基层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
硬，不断推进党的建设高质量。

喻红秋主持会议，孙守刚、孔昌生、
穆为民、舒庆出席会议。

围绕加强基层基础工作，与会领导
和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
部、省委统战部、省委政法委、省直工
委、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委高
校工委、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国资委
等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结合各自工作
实际先后发言。王国生与大家一起认
真学习两个《条例》，听取意见建议。

王国生指出，治国安邦重在基层，
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抓
好基层、打好基础是长远之计和固本之
举。中央相继出台了两个《条例》，这是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提高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质量的重要
举措。我们要准确把握精神实质，深刻
认识重大意义，联系工作实际，加强调
查研究，以有效的举措推动我省基层基
础工作强起来。

王国生强调，要突出重点，认真研
究谋划明年我省基层党建工作，进一步
强化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强化县一级
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政治责任，强化各
级党委新形势下抓基层党建的能力。
要坚持和完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探
索富有河南特色的基层基础工作经验，

发挥好先进典型和先进群体的引领带
动作用。要坚持问题导向，补齐短板弱
项，着力加强阵地建设，发现和培养优秀
干部，切实在完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

王国生要求，要把学习贯彻好两个
《条例》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紧
密结合起来，落实到增强宗旨意识、为
群众办实事和提高群众工作能力上
来。要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不断增
强做好基层工作的有效性、针对性。要
紧密联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做好转
化这篇大文章，推动党的建设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③4

新华社马德里 11月 27日电 当地
时间 11月 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
德里萨苏埃拉宫会见西班牙国王费利
佩六世。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应费利佩六世
国王邀请到访美丽的西班牙。2005年
中西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
关系水平不断提升，政治互信日益增强，
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民间交往更加密
切。中西关系正处在历史最好时期。我

对中西关系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这次访
问西班牙是我连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
访问欧洲，也是这次欧洲拉美之行第一
站，希望通过此访巩固两国友谊，提升合
作水平，使中西关系行稳致远。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西班牙继续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
上相互支持。双方要在“一带一路”框架
内加强经贸、旅游、第三方市场等合作，
推动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新时代

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中国乐见欧洲持续推

进一体化进程，希望西班牙继续为推动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发挥积极
作用。

费利佩六世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
主席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
西中建交 45周年，也是西班牙前国王
胡安·卡洛斯一世首次访华 40 周年。
西班牙珍视同中国的友好交往和合

作。两国建交以来，一贯在涉及彼此核
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尊重和支持。在
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不断得到新发展。西方愿同中方继
续保持密切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
加强在多边事务中的沟通和协调，积极
推动深化欧中关系。

王毅参加会见。
当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费

利佩六世和王后莱蒂西娅举行的家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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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会见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时强调

推动中西关系新时代迈上新台阶

王国生在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两个《条例》
树立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鲜明导向

聚焦最大政绩 持续抓实“强基础”
——开封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实践路径”新闻调研（下）

11月 28日，数万只灰雁、鸿雁、鹳鹤、天鹅、野鸭等候鸟在驻马店汝南县宿鸭湖越冬栖息。该湖蓄水量16.3亿立方米，水体面积达到160平方公里,是亚洲最大的
人工平原水库，有“中原洞庭”之美誉。“百里长堤锁洪水，万只野鸭鸣碧湖”的壮丽景观，让人心神向往。⑨6 陈更生 张斌 摄

我省争取新能源汽车推广中央资金再创新高

92.9亿元，居全国第一

“激情四十年 豪迈新时代
——中原追梦”三门峡篇 09~18│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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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屈芳）11月 26日、28
日，省长陈润儿到省发改委、国家税务总
局河南省税务局等调研并分别主持召开
座谈会，与有关部门一起研究谋划明年
经济工作，强调要正确把握经济形势，着
力提升发展质量，推动全省经济社会持
续平稳健康发展。

陈润儿听取了发改、统计、财政、工
信、税务等部门所作汇报，和与会同志共
同座谈交流。他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
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繁重的改革发展任
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全省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高质量
发展为重点，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着力打好“四张牌”，深入开展“三大
攻坚战”，经济社会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
态势，凸现出“质量效益提升、动能转换
加快、运行状态改善”三大亮点。

陈润儿指出，做好明年工作，机遇与
挑战同在，困难与希望并存。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继续坚持“三个同步”“三个高于”的目标
要求，统筹处理好“四个统一”，把稳增长
与调结构转方式统一起来，与抓改革强
动力统一起来，与防风险降杠杆统一起
来，与保就业惠民生统一起来，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

陈润儿进一步强调，要引导发展预
期，深刻认识到河南发展的动力源是足
的、基本面是好的、增长点是有的，正确
把握形势，坚定发展信心。要有效防范
风险，重点防范金融风险、企业风险、财
政风险。要提高发展质量，保持战略定
力，调整结构转方式、依靠创新增动能、
改革开放添活力，补短板、扩内需、强实
体，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到经济工作
全过程。

距离年底仅剩一个月时间，陈润儿
要求，要做好经济运行调度，确保今年工
作“收好官”。同时，要在城建、交通、水
利、生态等方面抓早、抓紧谋划一批重大
项目，为明年打下好的基础。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副省长
刘伟出席座谈会。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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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
并对西班牙、阿根廷、巴拿马、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

27412
辆

核定符合申
报条件的车
辆 推 广 数
27412辆

习近平向西班牙参众两院
主要议员发表讲话

习近平接受马德里城市金钥匙

加强政治引领

深化政治互信，继
续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问
题上相互理解、相
互支持

习近平同西班牙首相举行会谈
促进经贸往来 深化人文交流

要加强“一带一路”
倡议同西班牙亚洲
战略、地中海走廊
建设等对接，优化
科技、创新合作

加 强 文 化 、地 方 、
旅游、新闻、医疗、
文化遗产保护、体
育 等 领 域 交 流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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