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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天5

新华社北京 12月 26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于 12月 25日至 26日召开民
主生活会，以强化创新理论武装，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勇于担当作为，以求真
务实作风坚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为主题，联系中央政治局工作，联
系带头严格执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
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
干规定》，联系带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的实际，联系带头严格执行《中共中央
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

则》的实际，进行自我检查、党性分析，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前，有关方面作了准备。中央政
治局的同志同有关负责同志谈心谈话，
围绕主题进行查摆，撰写了发言材料。
会议首先审议了《关于党的十九大以来
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
况的报告》。随后，中央政治局的同志
逐个发言，按照要求进行对照检查。中
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认识深刻，查摆严
格，意见坦诚，达到了进一步统一思想、

明确方向、凝聚力量的目的。
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把握和

体现了 3个重点。一是带头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严格执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
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
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强化政
治责任，提高政治能力。二是带头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新发展理
念，应对新形势新挑战，狠抓工作落实，
敢于攻坚克难。三是带头严格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廉洁自
律，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坚

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会议强调，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面对错综复杂
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
稳定任务，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央
政治局按照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部署，继
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
质量发展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有效
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迎难而上、锐意
进取、扎实工作，各方面工作迈出新步伐，
党和国家事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实现了良好开局。
会议认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中
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成为全党的表率，
继续在真正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要
系统学，全面掌握这一科学理论的基本
观点、理论体系。要跟进学，及时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要
联系实际学，紧密结合新时代新实践新
要求，紧密结合思想实际、工作实际，有
针对性地重点学习，切实把这一科学理
论落实到各自实际工作中去。要努力掌

握贯穿于这一科学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用以指导解决改造客
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际问题。

会议强调，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
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保证全
党团结统一、步调一致，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的根本政治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领
导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在审
视和把握日益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发展
大势中，（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屈芳）12 月 26 日，省长
陈润儿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
大力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粮食安全责任制
考核等工作。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农村
户用厕所改造工作的意见》。会议指出，“厕
所革命”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是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工作，是一场思想革命、习惯
革命与生活方式革命，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要求，进一步加快农村户用厕
所改造工作。要正确引导、统筹规划，在加强
宣传发动的同时规划先行。要精心实施、注
重实效，把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与习惯养成
结合起来、与粪污处理结合起来、与村庄规划
结合起来，坚决杜绝“形象工程”。要整合资
金、加大投入，切实把好事办好办实，增强农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会议指出，河南作为粮食生产核心区，近
年来通过全省上下不懈努力，粮食生产能力稳
定提高、产量稳定增长，但粮食安全工作什么
时候都不能松懈。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粮食生产的要求和视察指导河南时对河南粮
食生产工作的指示，深入贯彻落实粮食安全责
任制，将其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制度、促
进粮食生产的重要举措、提高粮食效益的客观
要求。要坚持“三个统一”，把产量与产能统一
起来、增产与增收统一起来、生产与生态统一
起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粮于民，围
绕“四优四化”调整种植结构、发展精深加工，
整合、延长、健全产业链增加农民收入。要对
照国家考核要求，突出问题导向、责任意识，扎
实做好考核工作，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向更
高质量迈进。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
机制的实施意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副省长
舒庆、徐光、戴柏华、何金平、武国定、刘伟、
霍金花，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胡道才，省政
府秘书长朱焕然出席会议。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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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侯
国胜）虽然已是深冬，但商丘工业经
济却“暖意融融”。

10月份刚投产的合一杭萧钢构
产值突破2亿元，订单已排到明年6
月份。“明年产值不会低于 35 亿
元。”该公司负责人信心满满。

12月 28日，许昌巨领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从美国进口的自动化电池
生产线设备将正式入储商丘保税物
流中心，货值3.7亿元。这是该中心
封关运行以来首单过亿元业务。

商丘金振源电子科技公司5000
多台智能机器正在争分夺秒地赶订
单，苹果、小米、OPPO、华为、诺基亚

等众多知名手机品牌配件每天从这
里源源不断地发往世界各地。

这些是商丘市工业经济稳中向
好的生动缩影。今年前11个月，商丘
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6%，高于全国水平2.3个百分点，高
于全省水平1.7个百分点，增速居全
省首位，为10年来最高水平。该市实
际利用省外资金675.8亿元，引资规
模居全省第三位。落地投资规模3亿
元以上项目74个，其中，3亿元至5亿
元项目 20个，5亿元至 10亿元项目
37个，10亿元以上项目17个。

“2018 年，商丘市以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引领，（下转第二版）

前11个月商丘工业经济增速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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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出彩河南人”，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发出的号召，

激励着全省上下牢记嘱托，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不懈努

力。经本报编辑部认真评选，我们从今年报道过的先进典型中推举出

“2018年十大出彩河南人”，和广大读者一起回味他们带来的温暖与感

动，激发奋进新时代的更大力量。

我省卫星导航定位
基准服务系统正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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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5号线后天空载试运行 黑臭水体基本无踪影

郑州交出今年民生实事“答卷”

我国首个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落地兰考2周年

普惠金融之花盛开中原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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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本报报道的

十大出彩河南人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12 月 26
日，省委书记王国生到省生态环境厅
调研，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精神，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
要求、更实的举措，谋划推动好明年工
作，不辜负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的
厚望和重托。

在省生态环境厅，王国生先后来
到监测中心、研判中心、宣教中心，通

过实时视频监控系统，了解空气质量、
环境监测等情况，与大家一起分析存在
问题，研究解决办法。王国生强调，要
用好有效载体，持续学习宣传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家喻户晓、入脑入心，形
成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我们做
好工作的重要保证。

在听取省生态环境厅工作汇报和
明年打算后，王国生对一年来生态环

保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要深入贯
彻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和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大
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和中央环保督
察“回头看”为动力，辩证看待问题，把
握工作规律，认真谋划好明年工作，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学习借鉴
兄弟省市好做法、好经验，推动治理和
建设同步实施。要深入研究、不断完
善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办法，增强

精准性、科学性，真正发挥指挥棒作
用。要坚持严管实抓，切实增强各级
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敏锐
性，坚决反对弄虚作假，通过实实在在
的工作，树好形象、赢得信任。要加强
能力建设，学习生态环境保护专业知
识，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升本领。
要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以更强的
能力、更实的举措，推动全省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再上新水平。③6

王国生在省生态环境厅调研时强调

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
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再上新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