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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坪水库

美好生活是奋斗目标美好生活是奋斗目标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
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自前坪水库
开工以来，大家加班加点，奋力拼搏，如
今大坝已填筑至海拔403米，达到了水
库正常蓄水位。”3月11日，前坪水库建
管局局长张兆省说，大坝土石方填筑任
务大部分已完成，大坝雄姿初步展现。

在大坝西端的溢洪道施工工地上，
工人们正在捆扎钢筋，塔吊的长臂在空
中左旋右转，溢洪道闸房启闭机正在紧
张安装。大坝工地上，各种大型车辆来
来往往，正在填筑压实黏土心墙。

“按照施工方案，建设前坪水库大
坝需完成土石方填筑 1300 多万立方
米，如今已经填筑 1200多万立方米。
目前大坝已筑高至70米，等到建成后，
大坝高 90.3 米，将是河南省管水库中

最高的土石坝，高度仅次于水利部直管
的小浪底水库大坝。”前坪水库建管局
总工程师皇甫泽华说。

据介绍，前坪水库各项建设工作正
稳步推进，今年10月水库将下闸蓄水。
水库建成后，将灌溉50.8万亩农田，年
供水6300万立方米、发电1881万千瓦
时，可使漯河以下沙颍河干流防洪标准
由2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为我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筑牢坚实基础。

前坪水库于 2015 年 10月 8日开
工建设。该水库位于汝阳县城西的北
汝河上，是一座以防洪为主，兼具供水、
灌溉、发电等功能的大型水库，总库容
5.84亿立方米，总投资44.6亿元，目前
累计完成投资近 90%，泄洪洞已具备
通水条件，溢洪道完成混凝土浇筑 9.4
万立方米，输水洞全线贯通。③4

大坝雄姿初现

——河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重要讲话精神纪实（下）

更多内容详见 09│要闻

新华社北京 3月 11 日电 中共中
央办公厅近日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
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提
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

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 11日介绍
说，去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份材
料上作出重要批示，强调2019年要解决
一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切实为
基层减负。《通知》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
为“基层减负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
总书记心系基层、关爱干部的深厚情
怀，表明了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
党、持之以恒狠抓作风建设的坚定决
心，树立了为基层松绑减负、激励广大

干部担当作为的实干导向。《通知》坚
持严管和厚爱结合，对解决形式主义
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作出进一步部
署，有利于更好激励广大干部崇尚实
干、担当作为，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

《通知》围绕为基层减负，聚焦“四
个着力”，从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
强思想教育、整治文山会海、改变督查
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现象、完善
问责制度和激励关怀机制等方面，提出
了务实管用的举措。

针对目前文山会海反弹回潮的问
题，《通知》在这方面定了一些硬杠

杠。一是层层大幅度精简文件和会
议；二是明确中央印发的政策性文件
原则上不超过 10页，地方和部门也要
按此从严掌握；三是提出地方各级、基
层单位贯彻落实中央和上级文件，可
结合实际制定务实管用的举措，除有
明确规定外，不再制定贯彻落实意见
和实施细则；四是强调少开会、开短
会，开管用的会，对防止层层开会作出
规定。

《通知》着力于解决督查检查考核
过度留痕的问题，明确提出要强化结果
导向，坚决纠正机械式做法。针对有的
地方和部门搞“责任甩锅”，把问责作为

推卸责任的“挡箭牌”，《通知》要求严格
控制“一票否决”事项，不能动辄签“责
任状”。《通知》还要求对涉及城市评选
评比表彰的各类创建活动进行集中清
理，优化改进各种督查检查考核和调研
活动，不干扰基层正常工作。

此外，《通知》还对抓落实的工作
机制作出安排，提出在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下，建立由中央办公厅牵头的
专项工作机制。各地区党委办公厅要
在党委领导下，负起协调推进落实责
任。

□本报记者 万川明 柯杨 栾姗 侯皓

温饱梦、读书梦、健康梦、就业梦……这个春
意盎然的时节，全国人大代表、濮阳县庆祖镇西
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把农民对幸福生活的
新追求概括为“八个梦想”，带上了今年全国两
会，带进了人民大会堂，带给了习近平总书记。

农民代表掰着指头侃侃而谈，总书记带着
微笑认真倾听。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总书记的
话语既充满力量，又充满感情：“围绕着人民群
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来实践。我们的实践
过程，是一步一个脚印、一棒接着一棒往前走。
既要看到我们取得的辉煌成就，更要看到前面
的路还很长，我们要继续努力地走下去！”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无论何时，总书记都强烈地展现着念兹
在兹的为民情怀、须臾不忘的人民意识。回溯
五年前的那个春天，习近平总书记踏上中原大

地，他拜谒焦陵、凝望焦桐，追寻焦裕禄同志为
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光辉一生，他弯
下腰仔细查看麦穗灌浆情况，他拉着贫困农户
的手询问生活上有哪些困难……群众利益无小
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就在这次视察指导期间，
总书记对河南提出了“四个着力”的要求，明确
指出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好教育、就
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问题，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五年来，河南牢记嘱托、不忘初心，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做好“三农”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中谋划推进，把一亿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五年来，河南牢记嘱托、不忘初心，坚持以
民生凝聚民心，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
问题，办成了一大批群众所急、所需、所盼的民
生实事，把谋求民生福祉书写在新时代让中原
更加出彩新篇章的字里行间。

五年来，河南牢记嘱托、不忘初心，以发展
鼓舞人民创造伟力，以事业凝聚人民创造伟力，
坚持在发展中共享、在共享中发展，努力使每个
人既是发展的受益者，又是发展的推动者。

国计，民生；民生，民心。“民生”二字，对于
河南这个农业大省、人口大省来说，分量更重，
责任更重，意义更重。面对底子薄、基础弱、人
均水平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省情，改善民生的
脚步每往前迈一下，都意味着要担当更多的责
任、付出更多的心血、洒下更多的汗水。

河南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以
“四个着力”为根本遵循，向全省人民庄重承诺：
必须奋力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由小康到共同富裕
的历史性转变，让全省人民过上高品质生活。
省委常委会在北京全国两会驻地召开扩大会议
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的具体实践，作为加快河南发展的
重大机遇，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

作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努力在新的起点上推
动河南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共产党就是来给老百姓办实事的，就是带
领大家一块儿奔幸福的！”

这是李连成的真切感受，是亿万中原儿女
的共同心声，更是始终激荡在河南数百万党员
干部心头的滚滚春雷。

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我们把老百
姓放在心中，老百姓才会把我们
放在心中。”

——习近平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我们要时刻不忘这个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是贯穿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
核心与灵魂，引领着广大党员干部把人民放在

心上，把责任担在肩上。
豫东平原今年的春天，来得似乎比往年更

早一些。3月 10日刚过 7点，太阳就一骨碌爬
了起来，把几缕细碎的金光洒进闫春光家的蛋
鸡养殖场里。

他家几十米长的鸡棚里，1万多只鸡叽叽咕
咕；家门口那条叫“幸福路”的小街扫得干干净
净，飘荡着醇厚的香油味儿；村里的采摘车间蘑
菇探头探脑，布鞋手工坊吱呀一声开了门……
热闹繁忙的初春气息，叫醒了兰考县东坝头乡
张庄村崭新的一天。

打料、投食、捡鸡蛋……闫春光勾头弯腰，忙
得不亦乐乎，工作服的后背打湿了一大片。早上
这阵忙过去，他赶着洗头换衣服，寻思着 9点前
赶到自家的“春光油坊”，上午得运出十来件小磨
香油，这是县里的副食品采购定点两天前就订好
的货。别看油坊不大，一年能挣一二十万。

嗬！这是闫春光吗？梳洗一新后，小分头
一丝不乱，身上的夹克笔挺有派，（下转第三版）

新华社北京3月 11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3月 11日就埃塞俄比亚航空公
司客机失事造成大量人员遇难分别向埃
塞俄比亚总统萨赫勒-沃克、肯尼亚总
统肯雅塔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埃塞

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失事，造成包
括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中国公民在内
的重大人员生命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
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
表示深切的慰问。相信埃塞俄比亚政

府能够有效做好善后工作，中方将提供
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
向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致慰问电，向
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
慰问。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 李凤虎）
3 月 11日上午，出席全国政协十三
届二次会议的住豫全国政协委员参
加小组会议，开展协商建言。全国
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郭庚
茂，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主席刘
伟，全国政协委员、省委常委、省委
统战部部长孙守刚参加会议。

委员们在会上积极发言，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
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围
绕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

“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打好脱贫
攻坚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重
点话题，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提出
意见建议。③8

本报讯（记者 冯芸）春回中原，
万木吐绿。3月 11日，森林河南“六
化”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在平顶山市
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
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总
结交流经验，推进实施国土绿化提
速行动、建设森林河南，为谱写河南
工作更加绚丽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喻
红秋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徐光

主持会议。
上午，喻红秋、徐光带队赴宝丰

县、郏县察看“六化”建设情况，通过
实地观摩树立信心、启发思路、激发
动力。下午，会议通报 2018年森林
河南建设情况、安排今年重点工作，
平顶山、洛阳、鹤壁、南阳、信阳等 5
个省辖市作交流发言。

喻红秋指出，实施国土绿化提
速行动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具体行动，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
重大举措，（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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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发出通知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

明确今年为“基层减负年”

森林河南“六化”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喻红秋出席并讲话

住豫全国政协委员开展协商建言

1号隧洞贯通

□本报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团审议时强调，“要补齐农

村基础设施这个短板。”他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全域

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服务网络”“重点

抓好农村交通运输、农田水利、农村饮水、乡村物流、宽

带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总书记的话，直击农民反映

强烈的民生痛点，指明了乡村振兴的发力点。

进城打工的小青年，回老家住不了几天就想走，

可能不是着急回城上班，而是因为村里没有 Wi-Fi、

洗澡不方便，条件赶不上城里；漫山遍野的水果、农

产品无人收购，可能不是品质差、价格高，而是外运

的道路不好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

是乡村振兴的“卡脖子”问题。可以说，我国最大的

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

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如果一边是越来越现代化

的城市，一边却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那就不能算实

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好“三农”工作、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必须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尤其

是基础设施短板，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一路一桥总关情。“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改一

条溜索、修一段公路就能给群众打开一扇脱贫致富的

大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爱农民群众的殷殷之情跃

然纸上；“村村寨寨通公路，同心共筑小康路。修好公路

人人夸，富了百姓千万家。”农民对中央惠民政策的感激

之心溢于言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和老百姓的

获得感，哪怕是修路建厕所这样的具体“小事”，都是总

书记十分关心的问题。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指导兰考县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明确要求，要推动城镇基础设

施向农村延伸，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镇现代文

明向农村辐射。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到河南

视察指导工作，希望河南打好基础能力建设等“四张

牌”。农村基础设施是基础能力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决

不可等闲视之。牢记嘱托，真抓实干，我省坚持统筹城

乡发展，拿修路来说，自2014年“四好农村路”建设以来，

全省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5.3万公里，截至2018年年底，

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23.1万公里，名列全国第四。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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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浪底北岸灌区

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指引下 —兴实干之功—兴实干之功 绘绚丽多彩绘绚丽多彩

原阳县黄河滩区 希望的田野
春日时节，人们忙于生产劳动，为新一年的丰收和美好生活打下基础。图为

原阳县黄河滩区的麦田里一片生机勃勃（3月11日摄）。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3月 11日，一则喜讯从济源市水利局
传来：黄河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取得
重要进展，与小浪底水库相连的 1号
隧洞8日已顺利贯通。

“学习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们
备受鼓舞。下一步，要按照工程进度要
求，加班加点，争取这一造福群众的水
利工程尽快完工，努力补齐农村基础设
施特别是农田水利设施短板。”该工程
济源段建设方负责人告诉记者。

黄河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是国务
院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
一，是《全国新增 1000亿斤粮食生产
能力规划（2009~2020年）》中的重点
新建大型灌区，也是我省实施水资源、

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四水同治”的
重点工程。

该灌区位于济源市和焦作市的沁
阳市、孟州市、温县、武陟县，其中渠首
位于济源市大峪镇。项目全部建成
后，可年引黄河水 2.4亿立方米，发展
灌溉面积 51.73 万亩，补水灌溉面积
20万亩。

据该工程济源段建设方负责人介
绍，由于受自然环境限制，工程施工难
度较大，共需要打通12条隧洞，架设5
个渡槽、10条暗渠。其中 1号隧洞紧
邻小浪底水库大坝，施工难度最大，由
于受爆破条件限制，每天只能掘进 1
米多。工程参与各方克难攻坚，终于
使渠首1号隧洞顺利贯通。③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