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的话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2019年伊始，全省上下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

入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六次、七次、八次全会精神，大力弘扬焦裕禄同志的

“三股劲”，以积极的精神状态和饱满的工作热情，投身以党的建设高质

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的火热实践，努力以新春“开门红”赢得全年“满

堂彩”。本报今起推出“奋斗赢得开门红”专栏，生动展现我省各地各条

战线新年新气象新作为。③5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冯芸）按照
中央要求，省委于1月 7日用全天的时
间，举行 2018年度党建工作责任制述
职评议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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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去一年全省基层党建
工作、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落实情况进行回顾检视，进一步
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省委书记王国生主持会议。陈润儿、
喻红秋、孙 守 刚、任 正 晓、李 亚、黄
强、孔昌生、马懿、穆为民、江凌、胡
永生、乔新江、胡道才、顾雪飞等出

席会议。
会上，18个省辖市党委和省委直

属机关工委、省政府国资委党委、省委
高校工委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述职。
喻红秋、任正晓、孔昌生分别对相关领
域工作进行点评，中组部有关同志对
大家的述职进行了点评。

王国生进行综合点评并作总结讲
话。他指出，2018 年，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
各级党组织坚定自觉扛起管党治党
政治责任，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
济发展高质量工作导向更加鲜明，基
层党的建设工作越来越实，党内政治

生态展现新气象，意识形态领域总体
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同时要看到，我
省党建工作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和
突出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盯住不放，
一抓到底，推动高质量党建迈出坚实
步伐。

王国生强调，要突出政治站位，
从维护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升党的
凝聚力战斗力、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目
标的高度，切实提升管党治党的使命
担当，努力把党组织建设好、把党的
声音传播好、把党内政治生态营造
好。要突出鲜明导向，持续营造学的
氛围、严的氛围、干的氛围，以正确导

向引领方向、凝聚力量。要突出补齐
短板，建强基层组织，夯实基础工作，
提升基本能力，扎实推动基层基础全
面进步全面过硬。要突出领导带头，
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
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好转、干事创业蔚
然成风。

与会同志对述职人履行党建工作
责任制情况进行了现场测评。

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
成员，省直正厅级单位党组（党委）主
要负责同志，部分“两代表一委员”和
基层党员群众代表参加会议。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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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7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1月 7日全天召开
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
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
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
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自觉维护习近平总
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履职尽责，推动各方
面工作取得新进展，为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实现良好开局作出了积极
贡献。同时，切实加强党组自身建设，
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自觉履行管党
治党主体责任，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发
挥了表率作用。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中央书记处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加强理论武
装、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指导群团工作
和群团改革、推动党内法规制定实施、
筹办重大活动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充分发挥了职能作用。

会议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面
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繁重
艰巨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国人大
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要带头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始终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领会党中央对重大形
势的科学判断和对重大工作的决策
部署，切实履职尽责，凝聚和激发各
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精准发

力做好各项工作。要按照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
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带头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防止
和克服一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
基础，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周年。

会议强调，新的一年里，中央书记
处要在加强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上作表率，勇于担当作为，提
高议事能力，围绕中央政治局、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工作安排抓好落实，完成
好党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1月
7日下午，省政协十二届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在郑州开幕。省政
协主席刘伟，副主席钱国玉、李
英杰、龚立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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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作有关
情况说明。

会议首先通过了省政协十

二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议程。
周春艳传达了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谢玉安传达了省委十
届八次全会精神。会议听取了
孙守刚作的关于政协第十二届
河南省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
调整撤销增补情况的说明；听
取了关于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筹备情况的
说明，（下转第二版）

省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开幕
刘伟出席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1月
7日，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刘
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届八次
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
施。省政协副主席钱国玉、李
英杰、龚立群、高体健、周春艳、
谢玉安、张震宇、刘炯天和秘书
长王树山参加会议。

与会同志在发言中一致认

为，省委十届八次全会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
河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以党
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
质量、谱写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
作了部署安排。（下转第二版）

刘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
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建言献策

习近平：深入领会党中央对重大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重大工作的决策部署

关键之年精准发力做好各项工作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

政协、最高法、最高检党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

王国生在2018年度党建工作责任制述职评议会议上强调

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推动高质量党建迈出坚实步伐

2018年河南省十二件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之一

城乡居民生活保障水平“步步高”
2018年，全省共发放困难群众

民生实事资金 110 亿多元，惠

及全省545万困难群众
110亿元

本报讯（记者 冯芸 刘勰）1月 3
日至 4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张军来豫调研，强调要深
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
把“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
的要求落实到位。

张军分别来到省人民检察院、郑
州市人民检察院和中牟县人民检察
院调研，听取工作汇报，与检察干警
深入交流，了解大家的工作情况，认
真查看检察服务中心大厅设置、信访
接待、公益诉讼等情况，详细询问案
件管理、办理等情况，实地了解远程

提审、远程庭审、远程送达和基础工
作网“三远一网”系统，并看望慰问了
基层困难干警。

在与 12位驻豫全国人大代表座
谈时，张军介绍了检察机关转隶、检察
职权调整、破解检察工作“三个不平
衡”问题、内设机构改革等情况，认真
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并一一给予回
应，强调要高度重视人大代表的意见
建议，从群众关切处发力，通过司法办
案，服务好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调研期间，张军强调，检察机关
要把“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
强”的要求落到实处，（下转第二版）

张军在河南调研时强调

把“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的
要求落实到位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八
次全体会议，于 2019年 1月 5日至 6日在
郑州召开。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全会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时的重
要讲话，听取和审议了省委常委会2018年
工作报告，审议了省委常委会2018年抓党
建工作情况的专题报告，总结了2018年全
省经济工作，安排部署了 2019 年经济工
作，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
形势的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
量，向着中原更加出彩的目标扎实迈进。
省委书记王国生，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
分别作了讲话。

全会充分肯定省委常委会 2018年的
工作。一致认为，过去的一年，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
委会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把奋斗目标统一到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中原更加出彩的殷殷嘱托上来，
把发展方向引领到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
经济发展高质量上来，把思维方式和工作
方式转变到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上来，突
出管党治党更严、组织工作标准更高、宣传
思想工作更强、工作作风更实的要求，推动
全省上下学的氛围、严的氛围、干的氛围越
来越浓。一年来，省委常委会突出重点抓
大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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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敬
畏之心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按照中央部署要求谋划推动机构改革，以
高的标准、严的要求完成10个省辖市人大
政府政协换届工作，大力弘扬焦裕禄同志
的“三股劲”、激励全省干部群众争做出彩
河南人，提升了各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
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一
年来，省委常委会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坚持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打好三大攻坚
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牢基础；持续打
好“四张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继续深
化改革开放，以实际行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巩
固发展团结一致、共谋出彩的生动局面；
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强起来，唱响主旋律、
凝聚正能量；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
的问题，把民生实事办在群众的心坎上；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美丽河南
建设；纵深推动管党治党，营造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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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新年伊始，郑州
会展经济呈火爆态势，大型展会“好戏连
台”。

元旦以来，首届中国嵩山国际标识设
计大赛暨中国国际标识高峰论坛和河南省
首届全国高校艺术类专业品牌推介会、第9
届大河国际珠宝展先后在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拉开帷幕。其中，中国嵩山国际标识设计
大赛暨中国国际标识高峰论坛围绕“设计大
赛+高峰论坛+品牌峰会+品牌春晚”四个主
题举办，规模达千人。第9届大河国际珠宝
展汇聚400余个珠宝原产地厂商参展。主
办者称，本届珠宝展还邀请众多珠宝设计品
牌、电商品牌等珠宝新零售品牌，已成为引
领中原珠宝新零售的风向标。

据介绍，本月 15日—16日，2019中国
甘薯产业博览会将在中原国际博览中心举
行。展会将分为六大展区，覆盖甘薯产业
全链条，搭建从甘薯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
的科学家、企业、工厂、合作社到普通薯农
广泛交流的大平台，预计参会人数将超过1
万人次。19日，第二届郑州年博会将在中

原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室内室外设立 13个
展区，总展出面积达6000平方米。随着春
节临近，2019郑州精品年货博览会暨第三
届中原新春年文化节也将于1月23日—31
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会展经济火爆，为新年经济开局增添
了亮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郑州加快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良好态势和前景。”有关
专家指出，郑州依托“区位+枢纽”优势，积
极引进、举办高端品牌展会，正在成功打造
中国会展经济新高地。③9

郑州会展经济“好戏连台”

□本报记者 赵力文

2018年以来，我省近 3万名普查
工作人员奔波在工厂车间、田间地头、
街巷市场等场所，从事着一项极其重
要的基础性工作——河南省第二次全
国污染源普查。

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
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

的通知》等要求，我省于 2017年 5月
启动全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
作。2018年，我省先后完成了清查建
库、入户调查与数据采集阶段的目标
任务，全省已基本完成 14.4万多家普
查对象的入户调查，数据入环保专网
率100%，目前正处于全省污染源普查
数据质量审核的关键阶段。2019年，
我省将开展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数据
汇总审核、质量核查与评估、成果分析

和发布等工作。

为什么查？
——摸清污染源，才能

真正精准治污

与人口、经济、农业普查类似，污
染源普查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特别
是环境管理非常重要。

（下转第三版）

全面摸清污染源家底 为精准治污打基础
——我省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综述

2018年河南省十二件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之二

新增城镇就业人数超百万
2018年，全省实现新增城镇就

业139.24万人，圆满完成既定

目标
139.24万人

会展经济火爆，为新年经济开
局增添了亮色，也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郑州加快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的良好态势和前景。

经济高质量发展系列访谈

从大势看当前 坚定发展信心

赢得开门

详见03│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