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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敏）1月 31日，
记者从省政府办公厅获悉，该厅近日
印发《河南省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工作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提出不断完善综合运输网络，加快建
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根据《实施方案》，我省将加快重
点干线铁路建设，扩大干线铁路运能
供给。到 2020年，全省货运铁路里
程新增337公里，形成“四纵六横”干
线铁路网。

《实施方案》提出，我省将重点推进
大型工矿企业、大型物流园区及交易集
散基地新建或改扩建铁路专用线。到
2020年，大宗货物年货运量150万吨
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和新建物流园区，
铁路专用线接入比例达80%以上。

多式联运方面，我省将建设郑
州、洛阳、商丘、南阳、安阳等公铁联
运枢纽和周口、漯河、平顶山等水陆
联运枢纽，打造一批内外联通、运转
高效的多式联运枢纽城市。启动郑

州机场三期工程，2020 年完成机场
北货运区建设工程；适时推动郑州机
场南货运区引入货运铁路，积极探索

“航空+高铁”联运模式。
《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全

省运输结构要明显优化，铁路、水路
承担的大宗货物运输量显著增加，集
装箱多式联运量大幅增长。与 2017
年相比，全省铁路、水路货运量（含到
达和发送）增加8152万吨；多式联运
货运量年均增长25%。③8

本报讯（记者 杨凌）焊花在车间
绽放，5台 100 余米长的“钢铁巨龙”
依次排列，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调
试、组装设备。1月 31 日，虽然春节
越来越近，但中铁装备郑州基地却仍
是一派繁忙景象。

1月 30日上午，由中铁装备自主
研制的中国中铁691号和 692号土压
平衡盾构机在中铁装备郑州基地成功
下线，这是继新加坡汤申线 T209 项
目之后，中铁装备助力新加坡地铁建
设的第15台和第16台设备。

据悉，今年春节前后，中铁装备将
陆续向新加坡出口5台盾构机。此次
下线的中国中铁691号和 692号土压
平衡盾构机开挖直径 6.67米，设备总
长100余米，将应用于新加坡C715项
目，该项目是新加坡地铁东北线的延
长线工程。

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中铁装备高
度重视盾构设备的设计、制造和服务工
作，多次派员赴新加坡实地考察地质情
况、开展技术交流，在刀盘形式、主驱
动、注浆系统、控制系统等多处进行了
针对性设计，有效提升了设备性能。

长期以来，中铁装备始终坚持国
际化发展战略，紧跟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50余台盾构/TBM设备先后出
口新加坡、黎巴嫩、阿联酋、意大利、法
国等18个国家和地区，以过硬的质量
和优质的服务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基础设施建设。③6

本报讯（记者 冯芸）1 月 30日，
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省委组织
部召开部领导班子 2018年度民主生
活会。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孔昌生主
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省纪委有关
同志到会督导。

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王国生在省
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精
神，通报了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
2018年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整
改措施落实情况和本次民主生活会征
求意见情况。孔昌生首先代表部领导
班子作对照检查，随后班子成员逐一
对照检查，开诚布公地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孔昌生强调，要针对查摆出
来的问题，列出清单、建立台账、抓好

落实，做好整改落实“后半篇文章”。
孔昌生指出，政治上绝对可靠、

对党绝对忠诚，既是政治标准，更是
实践遵循。部领导班子成员要强化
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
践行“两个维护”上走在前列；要推动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
实处走，在强化创新理论武装上走在
前列；要在攻难关破难题、净化政治
生态、防范风险隐患上敢担当、能担
当、善担当，在增强斗争精神上走在
前列；要求真务实、狠抓落实，力戒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在转变作风上走
在前列，不断提升组织工作整体质
量。③6

本报讯（记者 刘勰）1月 30日，
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召开 2018年度
民主生活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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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央政治局民主
生活会为标杆，聚焦主题，认真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省委常委、省纪
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任正晓主持并
讲话。

会议通报了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
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2018年巡视
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落实情况和
本次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情况。班子
成员逐一作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直截了当、充满辣味。任正晓
指出，这次民主生活会与会同志学习
认真、认识深刻，查摆严肃、剖析透彻，

坦诚相待、批评中肯，凝心聚力、推动
工作，达到了预期效果。

任正晓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努力
成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引领者实践者
推动者。保持顽强充沛的斗争精
神，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
发展，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
性成果。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
的职责，坚持稳中求进，一体推进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在纪检
监察强党建为人民促发展上取得新
成效。讲政治、练内功、提素质、强
本领，经得起磨炼、顶得住压力、打
得了硬仗，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
检监察铁军。③6

本报讯（记者 李点）1 月 31日，
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省人大常委会
党组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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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 2018年度民主
生活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
主任赵素萍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
话。副主任李文慧、王保存、张维宁
和秘书长丁巍出席会议，副主任徐济
超列席会议。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
有关同志到会指导。

会议通报了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2018年巡视
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
情况以及本次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
情况。会上，赵素萍首先代表党组班
子作对照检查。随后，各位党组成员
逐一作个人对照检查，开展了严肃坦
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会议指出，这次民主生活会查摆
问题比较准，剖析原因比较深，相互
批评诚恳，整改措施务实，进一步增
强了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
部署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巩固
党组班子团结奋进的基础、提升整体
领导水平，促进常委会工作再上新台
阶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坚决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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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信仰、方法、立
场和责任；始终坚持思想引领，自觉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统领人大工作；始终坚持奋发有为，全
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始终
坚持民主集中制，进一步提高班子的
凝聚力战斗力；始终坚持从严治党，努
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努力开
创人大工作新局面。③8

任正晓在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2018年度
民主生活会上强调

立场坚定 意志坚强 行动坚决
为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提供政治保证

孔昌生在省委组织部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上强调

锻造绝对可靠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召开2018年度民主生活会

河南制造再发力

5台定制版“钢铁巨龙”
出口新加坡

我省推进“铁公机”运输结构调整
到2020年，铁路、水路承担的大宗货物运输量显著增加

1月 30日，顾客正在郑州市世纪联华超市选购蔬菜。近日，5500吨春节应急储备肉蛋菜投放郑州市场，世纪联
华等超市的70多家门店开始销售，为稳定肉蛋菜价，丰富市民餐桌提供了保障。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上接第一版）是省委、省政府团结带
领全省人民实干奋斗、攻坚克难的结
果，也凝聚着驻豫部队全体官兵的心
血和汗水。作为兵员大省、拥军大
省，河南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双拥工
作、推动军民融合，积极为驻豫部队
办实事、解难题，为推进国防和军队
建设作出新贡献。

部队领导对河南发展取得的成
绩给予高度评价，对河南大力支持部
队建设表示衷心感谢，表示要贯彻落
实习近平主席训令，牢记人民军队根

本宗旨，不断提高练兵备战水平，在
服务河南发展中再立新功。

刘伟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看望慰问医院副院长、医学专家孙莹
璞。刘伟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实
现高质量发展，高素质人才是关键。
要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关心爱护
专家人才，为他们发挥作用创造良好
条件，推动人口大省向人才强省转
变，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省政协秘书长王树山参加慰
问。③6

刘伟看望慰问
驻豫部队和专家教授

（上接第一版）
在武陟县嘉应观乡派出所，喻红秋

向坚守岗位的民警送上问候。她说，
你们的辛苦付出换来了千家万户的
团聚安宁，希望继续履职尽责，为社
会平安和谐作贡献。在现役军人刘
忠忠家中，看到他参军 12年获得的
奖章奖状，得知他探亲时不忘给低保
老人送去关爱，喻红秋赞赏地说：这
就是我们出彩的河南人。

下午，喻红秋来到解放军战略
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和武警河南
省总队，向部队长期关心支持河南

发展表示感谢。她说，2018年，河南
经济保持了“稳、进、好”的态势，中
原更加出彩迈出新步伐。这些成绩
的取得，饱含着广大官兵的心血和
汗水。希望驻豫官兵继续支持河南
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决胜全面小康、
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宏伟目标早日实
现。河南将一如既往支持服务军队
和国防建设，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郭云飞、刘法峰、徐元鸿分别参
加相关活动。③8

喻红秋到郑州焦作慰问
驻豫部队和基层党员群众

本报讯 连日来，带着对基层群众
的深切挂念和对一线工作者的亲切关
怀，省领导走进城市社区、农村宅院、学
校、工厂，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困难
群众和专家学者，为他们送去了党和政
府的关怀与温暖。

1月 31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孙守刚深入鹤壁市走访慰问，他先后来
到鹤壁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申屯村、鹤
鸣社区、淇县朝歌街道后张近村，走访慰
问了困难群众郭红娇、张玉顺和困难党
员张秀荣、何春林。在鹤壁东江建筑科
技有限公司和中蔼万家服装股份有限公
司，孙守刚详细了解了企业生产经营情
况。他表示，做好困难企业、困难职工帮
扶救助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
的责任，要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
境，落实好各项帮扶救助政策，让企业切
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孙守刚还在郑州看望慰问了无党派
人士代表徐济超，党外专家学者代表许
为钢、房卫平，归侨代表徐平，并前往各
民主党派省委机关、省工商联，看望民主
党派和工商联领导班子成员和机关干
部，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关怀。

1月 31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黄强到省重点项目施工现场和污染防治
攻坚一线开展节前走访慰问，先后走访
省科技馆新馆、省直青年人才公寓晨晖
苑项目、省老干部大学、省电力公司调度
中心和郑州市上街区污染防治攻坚办指
挥调度中心、专家组办公室，看望慰问项
目建设和环境治理一线的职工及农民
工、困难职工，向他们致以新年问候。在
省科技馆新馆项目工地，黄强说，要在确
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快
工程进度，力争早竣工早见效，弥补民生
领域短板，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在
郑州市上街区污染防治攻坚办困难职工
周安斌家，黄强看望了因病卧床的周安
斌的父亲，叮嘱有关方面多提供帮助，并
慰问了为污染防治攻坚工作作出突出贡
献的郑惠英。

1 月 31 日，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孔昌生到郏县、宝丰县，深入乡村农户，
调研脱贫攻坚和基层党建工作，看望困
难群众、老战士、乡土人才、基层党员干
部和驻村第一书记，并为他们送去节日
的慰问和祝福。在慰问老党员、生活困
难党员、贫困户和敬老院的孤寡老人
时，孔昌生关切询问他们的健康情况、
生活状况等，叮嘱他们保重身体，坚定
生活信心，并为他们送上新春祝福。在
看望乡土人才、基层干部和驻村第一书
记时，孔昌生感谢他们在基层一线的踏
实奉献和辛苦付出，并强调，大家作为
脱贫攻坚一线的中坚力量，要增强历史
使命感和责任感，扎根一线、拼搏奋斗，
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强化党建引领，在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再创佳绩，不
负党和人民重托。

1 月 31 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江凌到商丘市民权县，先后看望慰问了
老党员、贫困户和文化教育工作者，代
表省委、省政府送去党和政府的亲切关
怀和温暖。在程庄镇新赵庄村84岁老
党员赵礼宽家，江凌深入了解老人饮食
起居情况并同老人促膝交谈，他说，你
为党和人民奉献了大半辈子，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党和政府永远不会忘记，并
祝老人身体健康、安享晚年。在80岁
贫困老人赵传珠家，江凌详细询问老人
生活中的困难，要求县镇领导切实解
决。江凌还来到村党群服务中心，查看
设施建设，与村干部交流，了解党支部
建设和村民生活情况，叮嘱他们要认真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指
示要求，抓好产业发展，改善村居环境，
让老百姓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1月 10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赵素萍来到扶贫联系点郸城
县，走访慰问困难群众，了解脱贫攻坚进
展。她先后来到汲冢镇谢寨村村民周刘
盖、刘绍兰和残疾人周庆前家里，询问收
入情况，查看新建的房子，了解各项扶贫
政策是否落实到位，鼓励他们再接再厉，
用勤劳的双手不断创造幸福美好新生
活。赵素萍叮嘱当地领导，脱贫攻坚已
到了紧要关口、最后关头，要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牢牢盯住
目标任务，驰而不息，毫不松懈，精准对
标贫困县退出的各项标准，细化工作举
措，确保高质量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1月30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文慧一行来到固始县，看望慰问困
难企业职工、优抚孤老、基层文艺工作者
和贫困群众。李文慧先后与固始县供销
社负责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段宝林、
县社会福利中心优抚老人蔡兰珍，以及
赵岗乡赵行村贫困群众余新国、易地搬
迁安置困难户张继楼等人亲切交谈，详
细了解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困难
和问题，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
问候，勉励他们坚定信心，振奋精神，用
勤劳和智慧换来美好的幸福生活。

1月29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
济超到太康县慰问老党员、困难群众、居
村联养点老人和困难职工，为他们送上
慰问金、慰问品和新春祝福，要求当地党
委政府加强对老党员和困难家庭的关怀
和照顾，让他们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春
节。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徐济超听
取太康县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后
强调，要持续提升脱贫质量，做到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无缝对接，切实精准对标
脱贫摘帽标准，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摘帽。

1月29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
维宁到商水县走访慰问，先后到老城办
事处、姚集镇、县日杂百货公司等多个地
方看望驻村干部、困难群众、优抚对象、
敬老院老人等。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
上，张维宁听取该县脱贫攻坚工作汇报，
要求全县上下不放松标准，保持清醒认
识，乘势而上，再接再厉，高标准开展扶

贫工作，在脱贫攻坚和高质量发展上保
持韧劲和干劲，勇担当、敢作为，做好精
准扶贫、补短板等细节工作。

1月 30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冒雨来到潢川县第
二麻纺织厂，了解企业现状，慰问困难职
工，随后来到伞陂镇养老院向老人们问
寒问暖，祝福老人们新春快乐、幸福安
康。乔新江一行还走访慰问了五保户、
低保户、贫困户、困难老党员户、特困家
庭、残疾人家庭，最后在林寨村召开座谈
会，认真倾听县乡村及贫困户的意见，勉
励他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力争早日完
全脱贫。

1月31日，副省长舒庆一行冒雪来
到新县，先后深入到浒湾乡伍榜村、基层
公安干警值班执勤点、困难群众家中和
新县人民医院，看望慰问坚守在工作岗
位上的驻村扶贫工作队员、一线执勤公
安干警、脱贫户和医务工作者，勉励他们
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更好地为人民
服务。随后，他们又来到了新县光荣院，
看望慰问老红军、抗战老兵和五保老人，
详细了解他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为他
们送来新年慰问品和慰问金，祝福他们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1月31日，副省长徐光带着党和政
府的殷殷关切之情，到睢县看望慰问困
难群众、老党员和环卫工人，为他们送上
新春祝福。在看望正在街头清理积雪的
环卫工人时，徐光表示，清洁工用自己的
辛勤劳动，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
凡的贡献，当地相关部门要多关心环卫
工人的生活，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解
难事。

1月31日，副省长戴柏华一行来到
济源市，深入沁园街道办事处西留村、轵
城镇东留养村、市社会福利院、环球集
团、梨林镇范庄村，分别看望慰问困难老
党员、贫困户、孤寡老人、困难企业困难
职工、劳模，送去党和政府的亲切问候、
新年祝福。看望困难老党员、贫困户、孤
寡老人时，戴柏华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继
续落实好各项政策，不断提升群众的幸
福感获得感。在环球集团，戴柏华叮嘱
有关部门积极帮扶，让企业和困难职工
早日走出困境。

1月29日，副省长武国定到开封市
和民权县开展调研和慰问活动，看望帮
扶干部和贫困群众，为他们送去党和政
府的亲切关怀和新春祝福。在开封市祥
符区杜良乡敬老院，武国定同老人们亲
切握手交谈，强调要积极探索创新养老
模式，实现农村就地养老。在民权县孙
六镇赵西村及王庄寨镇韩大寺村，看望
贫困群众及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帮扶
队员时，武国定要求巩固脱贫成果，确保
实现稳定脱贫。1月31日，武国定代表
省政府到河南农业大学看望慰问了汤继
华教授。

1月 29 日，副省长刘伟到安阳慰
问。在安钢集团和河南能源安化集团，

刘伟进车间到社区，向企业一线职工和
劳模代表表示慰问，与他们亲切交谈，并
致以新春的问候。他来到两家企业老干
部、老专家和困难职工代表家里，嘘寒问
暖，送上慰问金和米面油等过节礼品，叮
嘱企业负责人要多关心他们的日常生
活，千方百计帮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

1月31日，副省长霍金花深入渑池
县城关镇、洛宁县河底镇，走访慰问孤寡
老人、贫困群众、困难教师和科技专家，
详细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送
上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霍金花强
调，要把群众冷暖记在心上，要用好、用
活扶贫政策，让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真
脱贫、不返贫；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理
念，对困难教职工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支
持；要发挥好科技扶贫的重要作用，引导
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1月 31日，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河
南省委主委李英杰到宁陵县第一中心敬
老院、河南省豫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华
堡镇困难群众家中走访慰问，并为他们
送上慰问品和慰问金。李英杰叮嘱当地
政府一定要照顾好老人的饮食起居，鼓
励企业要坚定信心，不断发展壮大，更好
地助力脱贫攻坚，并祝他们过一个欢乐、
祥和、愉快的新春佳节。

1月29日，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来
到虞城县慰问。谢玉安一行首先来到河
南利斯特棉业公司看望困难企业及困难
职工，并致以新春的问候。随后，谢玉安
一行又到城郊乡敬老院和杜集镇敬老院
看望孤寡老人，为他们送去慰问品和慰
问金。在谷熟镇柴王村，谢玉安一行看
望了多名贫困群众及脱贫攻坚一线干
部，鼓励他们要坚定脱贫信心、克服困
难、奋发向上，祝愿他们新春愉快、身体
健康。

1月29日，省政协副主席张震宇来
到平舆县，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老党员、
道德模范、敬老院老人和驻村第一书记，
向他们送去美好祝愿和新春祝福。张震
宇走进该县贫困重度残疾人托养中心，
询问托养患者和护工生活情况，并叮嘱
当地有关负责人，要积极落实好各项帮
扶政策，确保他们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
春节。

1月 29 日，省政协副主席刘炯天
一行深入范县，走访慰问困难企业、困
难群众、老党员和敬老院的老人们，为
他们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表达党和
政府的亲切关怀和美好祝福。每到一
处，刘炯天都详细了解精准扶贫政策
落实情况，并勉励当地党员干部在脱
贫攻坚一线啃下“硬骨头”，交上一份
群众满意的答卷。③8

（记者 郭戈 李点 栾姗 赵力文 张
建新 王平 赵春喜 胡巨成 张海涛 成
利军 史晓琪 任国战 王小萍 杨晓东
王映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刘
梦珂 王雪红 李新安）

省领导看望基层干部职工困难群众和专家学者

新春送温暖 共祝中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