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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节 后 上 班 第

一天，省委召开驻村

第一书记座谈会，研

究 部 署 脱 贫 攻 坚 和

乡村振兴工作；会议一结束，省委主

要领导又轻车简从，前往贫困山区调

研脱贫工作。同一天，省政府召开全

体 会 议 ，强 调 要 奋 力 实 现 首 季 开 门

红。春气动，梅花开，全省各地都动

了起来，有的利用春节让返乡人才为

发展出谋划策，有的以植树造林为中

原增绿添彩……中原大地一派生机。

“人勤春来早，春早人更勤。”依旧

崭新的春联道出个中真谛：行动早，扎

实干，才能赢得明媚的春天。新一年，

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们还要承

担起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推

进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

加出彩新篇章，需要行动早、落实快。

早，意味着责任担当，敢干能干；

意味着察机于先，先声夺人。经济社

会发展有规律可循，早察问题，才能未

雨 绸 缪 ，化 解 风 险 ，“ 玉 宇 澄 清 万 里

埃”；早抓机遇，才能因物变化，借势而

上，“跃上葱茏四百旋”。早干实干，才

能早见春色、早入佳境，“满街红绿走

旌旗”。

早，省委省政府已经做出了榜样、

给出了导向，就是要时刻铭记肩上的

责任，带着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群众

的深厚感情，带着党中央对人民群众

的关怀关爱，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思想，深入基层，自觉行动，把党的

好政策落到实处；抓基层、固基础，凝

聚起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增强发展

自信，加快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寻

春须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各

地各部门要对工作早准备、早谋划、早

部署、早行动，争先进位更出彩，赢得

各项事业开门红。3

赢得开门

寻春须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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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2月 11日，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省委书记王国生主
持召开驻村第一书记座谈会，和大家一
起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扶贫开
发、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分析研究如
何建强农村党支部，更好地推进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勉励驻村第一书记要
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贫困乡亲的牵挂和关
怀传递下去，把乡亲们的事情办好，进一
步激发他们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以
基层党建高质量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
利，为推动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座谈会上，来自中直机关和省市
县的驻村第一书记王涛、陈军、王鑫
华、刘峰、李佩阳、白大良、田间、曾红
林、王俊超、王继峰等 10位同志，围绕
抓党建促脱贫、建强村两委班子、打牢
基层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扶贫产业、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等，谈认识体会，提意
见建议。王国生不时与大家交流，对
大家驻村工作中的有效做法和取得的
可喜成绩给予肯定。他说，大家把驻
村工作作为人生历练的重要际遇、党
性锻炼的重要课堂、为党和人民工作
的重要平台，深入脱贫攻坚一线，坚持

抓党建促发展，发挥各自优势，取得了
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成
效。实践证明，只有带着感情、带着责
任，和人民群众苦在一起，领着干、一
起干，才能把党的好政策落到实处，赢
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增进同人民群众
的感情，在小乡村成就大事业。

王国生强调，大家身处脱贫攻坚
一线，赶上奋进新时代、谱写出彩人生
的好时候，要时刻铭记肩上的责任，带
着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
情，带着党中央对贫困地区的关怀关
爱，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弘

扬焦裕禄同志的“三股劲”，保持坚忍
不拔的毅力、昂扬向上的斗志，一鼓作
气打赢脱贫攻坚战。要把加强村两委
班子特别是村党支部建设作为驻村工
作的重要任务，着力提升村党支部带
领群众走正路、走富路的能力和水平，
打造一支永不走的工作队。各级党委
要树立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鲜明导
向，更加关心支持驻村第一书记和广
大基层干部，既要爱护培养，又要严格
要求，让大家安身、安心在基层工作。

喻红秋、孔昌生、穆为民、武国定
参加座谈会。③5

本报讯（记者 屈芳）2月11日，春节
后上班第一天，省政府以电视电话会议
形式召开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省长
陈润儿主持并讲话，强调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现首季
开门红的要求，聚精会神抓发展、科学统
筹抓关键、担当尽责抓落实，奋力实现首
季开门红，交好经济发展新答卷。

陈润儿指出，当前全省经济下行压
力加大、转型发展任务艰巨、经济社会
风险增多，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聚

精会神抓发展。要深刻认识到，发展是
解决一切问题、化解一切矛盾的总钥
匙。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政府部门同
志，要始终将抓发展作为满足人民群众
美好需要的根本途径、贯彻落实党的基
本路线的客观要求、有效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的现实选择，凝神聚力谋发展、心
无旁骛抓经济，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陈润儿强调，要按照政府工作报
告确定的全年重点工作，科学统筹、精
准发力，突出抓好“四个关键”。一是
始终把发展扭住，把握总基调、贯彻新

理念、力求高质量，坚持发展第一要
务，确保经济平稳增长。二是着力把
重点抓住，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全面贯彻落实“巩固、增强、提升、
畅通”八字方针，着力稳增长、调结构、
促改革、优环境。三是坚决把风险管
住，紧盯经济发展、政治安全、社会稳
定、自然灾害、公共事件、安全生产六
大重点领域，完善预案，夯实责任，守
住底线。四是切实把民生兜住，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做好
社会就业、教育发展、社会保障、医药

卫生、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等工作，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陈润儿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立足
抓早抓紧抓实，强化担当意识、保持斗
争精神、发扬实干作风、凝聚强大合
力，形成推动发展、破难前行的磅礴力
量，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为完成全
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就做好
2019年重点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副省
长舒庆、徐光、戴柏华、何金平、刘伟、霍
金花，秘书长朱焕然出席会议。③3

王国生在驻村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出

树立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鲜明导向
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提供坚强保证

陈润儿在省政府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强调

奋力实现首季开门红 交好经济发展新答卷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2月 11日，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
学习。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刘伟主
持，省政协副主席钱国玉、李英杰、龚
立群、张亚忠、高体健、周春艳、谢玉
安、张震宇、刘炯天和秘书长王树山参
加学习。

与会同志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
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
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结合实际一一发言，畅谈学习体会，
就如何贯彻落实提出建议和打算。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科学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
变化以及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
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深刻阐明把防风
险放在突出位置对保持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的重要作用，
警醒我们要树立底线思维、增强忧患
意识，时刻绷紧思想之弦，做到居安思
危、安不忘危。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深刻认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
大意义，（下转第二版）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 刘伟主持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中担当作为

□本报记者 朱殿勇 冯芸

2月 11日，雪后初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在
省委北院一楼会议室里，10名来自我省脱贫一线的
驻村第一书记，参加了由省委书记王国生主持召开
的座谈会，他们述说乡村新变化，交流驻村收获感
悟，畅谈新年新打算，共同描绘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的美好愿景。

共识：抓基层党建 促脱贫攻坚

“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支部”。在座谈中，驻村
第一书记们的普遍体会是，啃下脱贫攻坚这块硬骨
头，关键在于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坚强的战斗堡垒。

“我们村以往贫穷从表面看是因为基础条件太
差，实际上根子在村‘两委’。”国务院研究室驻淅川
县毛堂乡银杏树沟村第一书记王涛说，他入村抓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村党支部建设，探索让老支书、老党
员、老教师和乡贤在自家庭院建立“邻家支部”，实现
大事小情有人管、有人帮，党群关系融洽了、心齐了、
劲也足了。“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
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王涛说。

“办好村里的事，得先让支部成为群众的主心
骨。”省委组织部驻淅川县九重镇武店村第一书记刘
峰开出了“学典型长见识、办好实事得人心、搞服务
聚人气”三个方子，村党支部的组织力、号召力有了
大提升。村里发展软籽石榴需要流转土地1800亩，
不到3天就全部完成。

在宝丰县人防办驻观音堂林站石板河村第一书
记白大良看来，让村党支部强起来，党员还要带好
头、做出榜样。

前年下大雪，白大良第一个出门去扫雪，村里人
笑着说，白书记变成“老白”了；去年夏季修路，他泡
在工地风吹日晒，群众又开玩笑说，“老白”变成“老
黑”了。从“老白”到“老黑”，白大良和群众的距离越
拉越近，感情越来越深。“团结在支部周围的党员群
众多了，村里各项工作日渐顺畅起来。”白大良说。

“支部建强了，就如同汽车换了‘发动机’。”“脱贫攻坚首先要解决好人的
问题”“着力打造一支不走的工作队”……“党建担当”让脱贫攻坚更有力量。

感悟：赶上人生好时候 争做出彩河南人

“奋进新时代、谱写出彩人生，我们赶上了好时候。”参会的第一书记都谈
到，驻村工作是个大课堂，虽然经历过困难、挫折，更受到了教育、磨炼，他们不
忘肩头的责任，沉下心来、扑下身子，想方设法办实事、谋发展，成了群众的贴
心人。

如何取得群众信任，是省委宣传部驻上蔡县邵店镇高李村第一书记李佩
阳面对的第一场考试。（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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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屈芳）2月 11日下
午，省长陈润儿主持召开会议，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
重要论述，专题研究全面开展营商环
境评价工作。他强调，要把评价权力
交给服务对象、让服务对象评价政府
部门，倒逼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善优
化营商环境。

会上，省发改委、省社科院就先期
开展的全省营商环境评价研究情况作
了汇报，商务、税务、工信、市场监管、
工商联等部门作了发言。陈润儿指
出，营商环境决定了企业的成长性、活
跃度和竞争力，实践证明，哪个地方的
营商环境优，企业就往哪里走、资金就
往哪里投、人才就往哪里聚。对此，各
级政府部门责无旁贷，要主动担当作

为，统一认识、下定决心，把改善优化
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提升开放水平的重
要基础来抓、作为依法维护企业权益
的重要内容来抓、作为服务实体经济
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作为加快转变
政府职能的重要途径来抓，努力营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
商环境。

陈润儿指出，开展营商环境评价工
作，就是要通过服务对象的“评”，激励
政府部门主动转职能、倒逼政府部门必
须转职能。他就下一步系统谋划、精心
组织提出要求，强调要建立评价指标体
系，坚持问题导向、对标国家标准、借鉴
外省经验，科学设计评价项目、配置权
重；要完善评价操作办法，统筹考量数
据的样本选择、采集复核、录入处理、分

析评价，务求科学、客观、公正、可考；要
确定评价实施主体，引入第三方评价机
制，坚决避免盲目性、减少主观性、纠正
随意性；要做好评价结果运用，推进实
施排名制度、公开制度、奖惩制度，同时
下决心实现与年终奖金、与评先奖优、
与干部考核“三挂钩”。

陈润儿强调，开展营商环境评价
工作社会关注、企业期待，有关部门要
抓紧完善方案，尽快启动实施。要统
筹做好宣传、培训、动员、评价、整改等
各项工作，切实做到以评促改，让广大
企业实实在在感受到营商环境的优化
改善。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副省长何金
平出席会议。③5

陈润儿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全面开展营商环境评价工作强调

把评价权力交给服务对象
让服务对象评价政府部门

新华社北京2月 11日电 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事训练监察条例（试行）》（以下简称
《条例》），自2019年3月1日起施行。

《条例》是我军军事训练监察领域的第
一部法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着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严格落实依法治军、从
严治军这个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牢固

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聚焦
备战打仗，健全军事训练监察组织体系，完
善工作运行机制，制定坚决纠治与实战要
求不符的刚性措施，建立了军事训练领域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制度规
矩，对新形势下巩固军事训练战略地位、加
强军事训练管理、促进军事训练落实、深化
实战化军事训练，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
仗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条例》共10章61条，明确了军事训练

监察的职责权限和工作重点，规范了组织
实施军事训练监察的方式方法和程序步
骤，构建了覆盖军事训练各层次各领域、贯
穿军事训练全过程的军事训练监察组织运
行模式。《条例》依据党纪军规细化了军事训
练违规违纪问题认定标准，确立了有权必
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鲜明导向，
督导全军持续推进训练与实战一体化、持
之以恒抓好训练作风建设，为把备战打仗
工作抓得实而又实提供了有力制度保证。

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训练监察条例（试行）》

2月10日，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装配车间内，一片红火的生产景象。新年伊始，该公司在国内、国际市场齐
头并进，一批重大项目相继投产。图为员工在对即将出厂的筒体产品实施最后的涂装工序。⑨3 潘炳郁 摄

7万个岗位等你挑

●今春大型公益招聘会
将于2月13日至15日、18日
至 23日在河南人才市场举
行，共提供岗位约7万个

2019，你的春节
有哪些新花样

●你我身边出现的过年
方式的点滴变化，折射的是
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和变迁

04│民生新闻

06│焦点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