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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 ●● ●●

□本报评论员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党的十九大将“治理有

效”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河南团审议时再次强调，“要夯实乡

村治理这个根基”。深刻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问题是时代的呼声。当前，全国广大农村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但也暴露出一些深层

次问题。有的地方人口大量流出，“年轻人空、住

房空、产业空、干部空”；有的地方“三留守”现象突

出，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有的地方婚丧大操大

办，铺张浪费，厚葬薄养；有的基层党组织软弱涣

散，不作为乱作为。凡此种种，都侵蚀着农村社会

的和谐与稳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会没有

“真空地带”，“有益菌”不去占领，“有害菌”就会去

繁殖扩散。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

的基础，解决农村社会问题，打击农村黑恶势力，

破除陈风陋习，让乡村新风扑面，党的建设决不能

“缺位”“留白”，必须扭住“牛鼻子”，不断强化农村

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

两盘荤菜、两盘素菜、一盆咸汤、一包 5 元的

烟、一瓶 15 元的酒，在宁陵县乔楼乡许庄村，这是

村民许珍峰为父亲操办丧事的一桌花销，与以往

大操大办相比虽显“寒酸”，全村群众却没有一个人

说三道四。“村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

员大会或党员代表会议审议、村民大会或村民代

表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在邓州，很

多农村的院墙上，都有一幅“六把钥匙开一把锁”的

漫画，“六把钥匙”象征“四议两公开”的六个步骤，

而这把“锁”，就是农村问题。2009年，习近平同志

到河南视察指导工作，在听取“四议两公开”工作的

汇报后，作出重要批示：“邓州工作法是党的基层组

织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可加以完善并在更大范

围内推广。”50 多年前，浙江“枫桥经验”在全国树

立了乡村治理的一面旗帜，如今新“枫桥经验”已植

入中原大地、开花结果。在先进经验带动下，河南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强了，村里纠纷少了，人

气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多了，村民的心更齐了，更

加听党话跟党走，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农村社会的治理水平影响着国家治理的高

度。实践证明，选好配强农村党组织书记，整顿软

弱涣散村党组织，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加强村级权

力有效监督，就能聚沙成塔、握指成拳，打造充满

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之乡。河南农村基层党组

织有 4万多个，农村党员有 200多万名，体量庞大，

责任重大。加强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为核心的基

层基础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

措。学习推广“枫桥经验”，坚持和完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探索富有河南

特色的基层基础工作经验，发挥好先进典型和先进群体的引领带动作用，把

改进作风和增强党性结合起来，把为群众办实事和提高群众工作能力结合

起来，把抓发展和抓党建结合起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就能充分发挥“火车头”

作用，带动乡村振兴的时代列车滚滚向前。

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才能托起农民稳稳的幸福。春日融融，太康县转楼

乡大赵村一个大院里，一群特困老人有的玩棋牌，有的唱戏剧，太康探索推广

“五养”模式，让老人的“朋友圈”就在家门口；叶县移民村村民，在“新农合”

基础上，还可享受 5000 元的医疗补助，家庭困难的孩子，能获得移民在校生

补助……《桃花源记》里“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和美景象，在现代社会保

障的有力托举下，飞入寻常百姓家。乡村的全面振兴需要更加强有力的制度

保障，我们要继续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制度，完善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真正实现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

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

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用“一锹锹”干劲，

“一担担”热情，把乡村治理这个根基不断夯实，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孜孜以

求的美好梦想，就会不断照进现实。3

夯
实
乡
村
治
理
这
个
根
基

—
—
五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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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2日
下午，出席十
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的河
南代表团代表
们审议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报
告、最高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
告。⑨3 本报
记者 郭宇 摄

濮阳：开启转型发展新引擎
□本报记者 王映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俯瞰濮阳，产

业却比春风更早，迸发勃勃生机——

总投资 550.2 亿元的 165 个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产业发展后劲十足。

全力打造石油化工、装备制造、食

品加工“三大”主导产业和现代家居、

羽绒及制品、生物基新材料“三专”特

色产业，转型升级脚步铿锵……

“濮阳正处在由区域边缘阔步走

向中原城市群改革开放前沿的关键时

期，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面对新形势，濮阳

市委书记宋殿宇道出关键。

“转”出一片新天地

濮阳因油而生，因油而兴。2018

年，《濮阳新型化工基地总体发展规

划》获省政府正式批复，为我省石化产

业再造新的增长极。

“石油化工”，始终是濮阳的关键

词：依托资源优势，一个千亿级集群崭

露头角；但资源枯竭之势不可逆转，产

业链单一、协同性差等问题日趋明显。

资源型城市转型，关键在于主导

产业“转”出一片新天地。以园区化、

智能化、循环化、绿色化理念为引导，

濮阳市工业园区、市化工产业集聚区

和范县产业集聚区被整合为 65 平方

公里的新型化工基地，“一基、五链、三

集群”的发展思路清晰分明：以炼化一

体为基础，乙烯、丙烯、碳四、苯和对二

甲苯等五个产业链条齐头并进，培育

化工新材料、专用化学品、功能化学品

三大集群。

在全国天然气调峰保供的布局

中，濮阳也“大显身手”。大量已枯竭

或接近枯竭的油气田为储气库建设提

供得天独厚的条件，总库容 300 亿至

500亿立方米的国内最大储气库群初

现雏形。目前，库容 6亿立方米的文

96地下储气库已建成投用；国家“十三

五”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文 23战略储

气库即将开始注气，为雄安新区乃至

中东部地区保障气源。

“高”“新”注入竞争力

由濮阳绿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的高性能吸声材料，成为北

京冬奥会场馆建设的“宠儿”。“这种产

品拥有 20余项国家专利，打破了跨国

公司的技术垄断，空间站、军用舰船上

也有它的身影。”公司负责人说。

在化工新材料领域寻求突破，以

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再造新的经济

增长点，成为濮阳产业转型升级的另

一个着力点。

在合理布局的基础上，濮阳立足

资源、人才及腹地市场等核心优势，加

大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开发与引

进力度，引导企业向化工新材料领域

延伸。

翻开濮阳的石化企业名册就会发

现，以电子化学品、工程塑料、功能涂

料、高性能纤维为发展方向的企业，已

占领国内外产业前沿：河南沃森超高化

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工程塑料——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无纬布，叠加十

余层后就具备防弹功能；濮阳惠成电子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点“碳”成金，成为国

内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的电子电气封装

材料生产基地，以及世界第二大LED、

OLED封装材料供应商……

“力争通过 10 年左右的时间，使

化工新材料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1000亿元，将濮阳打造成为全国化工

新材料创新发展示范区。”濮阳市发改

委负责人说。

“双轮驱动”好发展

在南乐县，“生物塑料”与冰淇淋

同样出名：全国两家之一的国家级生

物基材料产业集群坐落于此，形成从

玉米秸秆、淀粉到可降解塑料及制品

的完整产业链，产品远销欧美、日本

等国家和地区；依托全国冰淇淋行业

排 名 前 列 的 木 伦 河 集 团 而 建 设 的

560 亩冷饮食品产业园引人注目，大

胆探索“冰淇淋小镇”工业体验旅游

线路。

新兴产业“花开正艳”，传统产业

“又发新枝”，实现濮阳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的“双轮驱动”。

经历过各自为战、产品单一的“阵

痛”，濮阳传统制造业靠龙头引进、兼

并重组、创新技术完成蝶变；清丰县紧

抓京津冀家居产业大转移的机遇，由

“木工之乡”升级“家居之都”；由老百

姓自发售卖羽毛起步的台前羽绒产

业，通过质量提升和品牌培育，成为

“国标”诞生地。

新兴产业把转型发展和民生福祉

紧密相连：光伏发电成为“屋顶上的银

行”，贫困户借“光”脱贫；清丰县利用

地热资源为城市供暖，每年可节约标

准煤 9000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6

万吨；“医养结合”的健康养老服务产

业多元化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机构养

老成为新潮流……

转型升级，濮阳开启发展新引

擎。“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艰

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要推进产

业转型不放松，持续补齐高质量发

展短板，为中原更加出彩增添靓丽

的濮阳色彩。”濮阳市市长杨青玖说。

□本报记者 柯杨 孙欣 李凤虎

3月 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十
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打好
我军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落实攻
坚战，确保如期完成国防和军队建设
目标任务。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在出
席全国两会的驻豫全国人大代表、住
豫全国政协委员和驻豫解放军、武警
部队官兵中引起热烈反响。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所长、国防科
技重点实验室主任吴健说：“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军队要积极支援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我们
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以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为平台，
加快战略性、基础性、前沿性的技术
创新，抢占国防科技创新战略制高
点，为推进强军事业、服务地方发展
贡献更大力量。”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乘着河南推动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东风，
正在实施物联网关键技术、智能电磁
监测技术等重点项目的攻关，开展的

“慢性病监测”“智慧军营”等项目，推
进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让第 83集团
军某旅“杨根思连”全连官兵倍感振
奋、备受鼓舞，指导员丛博文说，一定

会传承英雄基因，矢志精武强军，持
续掀起练兵备战的热潮，全面提高新
时代备战打仗能力。

“我们要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
一的根本的标准，聚力练兵备战，努
力锻造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
良的精兵劲旅。”第83集团军某旅副
参谋长汤军说，一定会认真落实我军
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坚定决心意
志，强化使命担当，锐意开拓进取，以
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坚决完
成各项任务，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也让武警河南
省总队焦作支队官兵欢欣鼓舞、斗志
昂扬，支队长苏丹表示，将全面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在训练中始终保持临
战状态，做到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军队要积极支援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勇于承担抢险
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做好定点帮扶
贫困村、贫困群众工作。”习主席的重
要指示让武警河南省总队保卫处干
事武超深有感触。2018年武警河南
省总队共投入资金330多万元，对口
帮扶 21 县 22 村，帮建惠民项目 15
个，977 户 4018 名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摘帽。“人民军队人民爱，人民军队
爱人民。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主
席的重要指示、积极参与打赢脱贫攻
坚战。”武超表示。③9

把强军事业推向前进
——习近平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上接第一版）为规划任务落实提供有力
保障。

习近平指出，要强化规划权威性和
刚性约束，形成严密的规划落实责任体
系。要加大检查督导力度，坚决防止和
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工作推进
不力、落实不好的，要严肃追责问责。各
级要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格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和军委十项规定，发扬艰
苦奋斗优良作风，把钱用在刀刃上。要
严肃财经纪律，加强经费管理，加大纪
检、巡视、审计监督力度，从严查处不正
之风和腐败行为。

习近平强调，军队建设“十四五”规
划论证编制工作，要适应国家发展战略、
安全战略、军事战略要求，统筹当前建设
实际和长远发展需要，做好需求论证、规
划衔接、任务对接，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建设接续推进。

习近平指出，全军要深入把握党中央
决心意图，落实军委军事工作会议部署，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坚决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习近平强调，军政军民团结是我们的
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军队要积极支援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勇于
承担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做好定点
帮扶贫困村、贫困群众工作。中央和国家
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持国防和
军队建设，做好退役军人安置、伤病残军
人移交、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等
工作，配合做好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下
篇文章，共同把强军事业推向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
主席许其亮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
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民参加
会议。

打好规划落实攻坚战实现强军梦
（上接第一版）四是提升检察监
督能力，适应新时代更高更严要
求。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推进内设机构系统性、重
构性改革，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创新推进业务建设，坚持严管就
是厚爱；五是接受人民监督，确
保检察权规范运行。

张军说，做好2019年检察工
作，最根本的是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最关键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最要紧的是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一是把握“稳进”这个
大局，依法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二是把握“落实”这个重
心，推进重大部署落地生根；三是
把握“提升”这个目标，新时代检
察工作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
主席艾力更·依明巴海主持会
议。会议开始时，艾力更·依明
巴海说，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现
有 2975 名。3 月 11 日，全国人
大代表王敏刚因病去世。让我
们以大会的名义对王敏刚代表
的不幸去世表示哀悼。

会议应出席代表 2974 人，
出席 2948 人，缺席 26 人，出席
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执行主席于伟国、马逢
国、王光亚、王建军、车俊、巴音
朝鲁、石泰峰、刘家义、刘赐贵、
孙志刚、杜家毫、李飞、李玉妹、
李伟、李纪恒、吴玉良、何毅亭、
张庆伟、张轩、胡和平、骆惠宁、
高虎城、彭清华在主席台执行主
席席就座。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会

春风送暖，奋进扬帆正当时。
1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京
西宾馆，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
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站在实现
中国梦强军梦的高度，认清落实我军
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坚定决心意志，强化使命担
当，锐意开拓进取，全力以赴打好规
划落实攻坚战，确保如期完成既定目
标任务。

擘 画 强 军 蓝 图 ，指 引 前 进 方
向。这是习主席连续七年出席全国
人大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
习主席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视、
对全军广大官兵的关怀。全体代表
一致表示，要不断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在强军事业
新起点上勇于担当、奋力作为，聚力
备战打仗，强化改革创新，狠抓工作
落实，不断提高履行新时代使命任
务能力，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

“规划落实得好不好，
事关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

“习主席站在强国强军的高度，
吹响了打赢规划落实攻坚战的时代
号角。”全国人大代表、西藏军区副
司令员汪海江倍感振奋、深受鼓舞，

“习主席关于规划落实的重要论述具
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为我们今年以
及今后一个时期的规划落实工作提
供了遵循。”

“规划落实得好不好，事关国防和
军队建设全局。”全国人大代表、空军
航空兵某团飞行大队大队长冯玮是驾
驶运—20的第一批飞行员，他和战友
们积极探索，狠抓落实，创造了新型大
型运输机接装后一周内实现首飞、运
输机编队参加阅兵等多个“首次”。

“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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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落实我军建设发展‘十三五’规
划、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 2020年目
标任务的攻坚之年。”全国人大代表、
中部战区副司令员张义瑚说，“我们
一定要牢记习主席嘱托，充分认清规
划落实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重要

地位作用，撸起袖子加油干，确保规
划落实。”

“真抓才能攻坚克难，
实干才能梦想成真”

“‘十三五’规划承载着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作出的强军战略部署的
历史重任。”全国人大代表、军委战略
规划办公室主任王辉青说，“这几年，
全军各级抓规划落实力度不断加大，
总体呈现加速推进态势。”

铁甲奔流，陆军部队鏖战如火
如荼；战鹰呼啸，空军战机突击雷霆
万钧；战舰劈浪，海军舰艇攻防惊心
动魄；剑指苍穹，火箭军导弹引弓待
发……

近年来，各部队坚决贯彻落实
习主席指示要求，持续兴起练兵备战
热潮。来京参会前，全国人大代表、
陆军第 83集团军某合成旅 7连连长
杨磊带领连队刚刚参加完实战化军
事训练，带着一身硝烟味来到会场。

“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
梦想成真。”杨磊说，“新时代是奋斗
者的时代，每名官兵都是强军征途上
的追梦者。”

“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打好规划落实攻坚战”

如何把蓝图变为现实，如何把规
划落到实处？代表们认真学习习主席
重要讲话精神，方向越来越明确，目
标越来越清晰——必须加强统筹协
调，加强重点突破，加强责任落实。

“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以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坚决打好规划落实攻坚战。”全国
人大代表、火箭军参谋长李军说。

“领导干部是抓落实的关键，不
仅要带头抓、带头干，还要勇于挑最
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全国人大
代表、空军装备部部长朱程说，各级
领导干部要按照习主席的指示要求，
把规划落实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来抓，
扑下身子，狠抓落实。

牢记嘱托，矢志强军。军队统帅
在这个春天发出的号令，激荡汇聚起
全军官兵打好落实规划攻坚战、开创
强军事业新局面的磅礴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
——习近平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重要讲话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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