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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 15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
党党组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
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2015年 6月中共中央印
发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
行）》，对推进党组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程序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

党章修正案对党组职责作了充实，进一
步明确了党组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
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对
条例予以修订完善。

通知强调，《条例》全面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充
分体现近年来党组工作的理论、实践
和制度创新成果，回应党组工作的新

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实现党组制度的守
正创新。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
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严格贯彻执行《条例》，确保
党组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
位，（下转第五版）

新华社北京 4月 15日电 4 月 16
日出版的第 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不能没有灵魂》。

文章强调，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
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
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要坚
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
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

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
领风尚。

文章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不能没有灵魂。文化文艺工作者、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启迪思
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
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
元的使命。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
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

文章对做好新形势下文化文艺工
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四点要
求：第一，坚持与时代同步伐。第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第三，坚持以精
品奉献人民。第四，坚持用明德引领
风尚。

文章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70年砥砺奋进，我们的国家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在中华
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
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希望大
家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
践，深刻解读新中国 70年历史性变革
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
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
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
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本报讯（记者 屈芳 李点）4 月 1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抵豫开
展中小企业促进法执法检查，当天下午
在郑州召开专题座谈会。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省长陈润儿出席
座谈会并讲话。

座谈中，王东明指出，支持民营经
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好栗战书委
员长对开展中小企业促进法执法检查
的指示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中小企业发展的
重要性，切实提高依法促进民营经济和
中小企业发展的责任感紧迫感。要坚
持问题导向，突出检查重点，推动中小
企业促进法全面深入实施。要创新方
式方法，在增强监督实效上下功夫，高
标准高质量完成任务，让执法检查发挥
实实在在作用。

陈润儿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
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我们在实践
中深刻感受到，中小企业促进法为推进
政府简政放权、激发中小企业发展活力
提供了法治武器，为推动经济转型升
级、提升中小企业发展质量赋予了法治
力量，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保障中小
企业健康成长强化了法治手段，为营造
公平市场环境、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
彰显了法治保障。河南省委、省政府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扎实推动中小企业促进法的贯
彻实施，着力依法改善优化营商环境，
着力依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着力依法
引导企业提升素质，努力为民营经济和
中小企业培植茁壮成长的沃土、增添健
康发展的动力、插上二次创业的翅膀。
我们将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进一步
在优化环境、降低成本、促进改革上下
功夫，持续推动中小企业促进法落地见
效，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良
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郭庆
平，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素萍、王保
存出席座谈会，副省长刘伟汇报了河南
省有关情况。在豫期间，执法检查组将
赴许昌、郑州等地开展实地检查。③9

本报讯（记者 卢松 尹海涛）4月
13日上午，省委第二巡视组巡视新郑
市工作动员会召开。至此，十届省委
第六轮巡视已全部完成进驻。按照省
委统一部署，4月 10日至 13日，省委
13个巡视组陆续召开巡视进驻见面会
和动员会，分别进驻新郑市等30个县
（市、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6个省
直单位和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等3家省管国有企业，开展常规巡视。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负责
人强调，被巡视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
部要自觉站在“两个维护”的政治高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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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新时代赋予巡视巡察监
督的使命、责任和要求，全力支持配合
巡视监督，认真履行巡视整改落实职
责，共同完成好省委交给的政治任务。

省委各巡视组组长通报了本轮巡
视的主要任务、工作方式和有关要求。

被巡视党组织负责人表示，将提
高政治站位，树牢“四个意识”，主动
接受全面“政治体检”，对巡视发现的
问题主动认领、深入剖析、全面整改，
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用实际
行动践行“两个维护”。

据悉，本轮巡视时间 2 个月，巡
视期间设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
电子邮箱、接收短信手机和联系信
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
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
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
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

巡视期间，省委巡视组将严格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和省委相关规定，主动接受被巡视对
象和社会各界的监督，省纪委监督举
报电话 12388，省委组织部监督举报
电话12380。③4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求是》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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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冯天池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兴，经济兴。
2016年 12月，兰考获国务院批准

成立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
区。其时，兰考农商银行挂牌成立不
到一年半。

如今，兰考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在
奔小康的路上蹄疾步稳，其普惠金融
指数从全省第22位跃至第1位。而在
兰考县域金融市场份额中，兰考农商
银行存款规模超四成，贷款规模占三
分之一，扮演着挑大梁的角色。

作为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主办行
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兰考农商银行专注主业，回归本源，持
续加大涉农、扶贫、普惠、小微信贷投
放力度，各项监管指标持续向好，发展
为当地规模最大、网点最多、服务面最
广的金融机构。

兰考县普惠金融工作先进单位、
河南省联社 2016 年度金融精准扶贫
工作先进单位、2017年度全国农村合

作金融机构支农支小服务百佳示范单
位、第八届中国农村金融品牌价值榜
全国农村金融十佳精准扶贫机构……
开业近4年来，30余项荣誉纷至沓来，
成为兰考农商银行助推兰考率先脱
贫、服务县域经济的最好注脚。

增强定力，坚守支农支小支
微不动摇

担保难、抵押难，并由此带来的融
资难、融资贵现象一直是困扰“三农”
和小微企业发展的大问题。

人民有所呼,我必有所应。因农
而生、因农而兴的兰考农商银行勇扛
重担，积极作为。

没有担保？无妨。兰考农商银行
主推农户小额自助贷款，基于农户的

个人信用、经济实力和偿还能力所发
放，无需提供担保，实现农民贷款像存
款一样方便。截至去年年底，全县行
政村评定率达 94%，累计授信 9712
户、9.14亿元，累计发放40.31亿元。

没有固定资产抵押？无妨。兰考
农商银行先后推出专利权、股权、仓单
等抵质押贷款，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
担保困境。截至去年年底，小微贷款余
额50.52亿元，较年初增加7.38亿元。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兰考农商银
行更是当仁不让。成立扶贫金融部，
对全县 22071 户贫困户建档立卡，力
推六个扶贫产品，执行优惠利率，让利
贫困户和带贫主体，为兰考县率先脱
贫作出突出贡献。兰考脱贫后，按照

“脱贫不脱政策”工作要求，该行持续

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主体和已脱贫
农户的后续支持。截至去年年底，累
计发放各项扶贫贷款3.27亿元。

主动担当，勇当普惠金融兰
考模式主力军

自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落地兰考
以来，兰考县政府主导建立了“以数字
普惠金融为核心，以金融服务、普惠授
信、信用信息、风险防控为基本内容”
的“一平台四体系”兰考模式。由政府
主导、人民银行牵头、农商行作为主办
行参与推广普惠授信，农民符合条件
提出申请即可免抵押、免担保获得3万
至8万元的授信支持，有效打破了农民
小额信贷门槛。截至 2018年年底，兰
考农商银行累计授信 7984户、3.46亿

元，占兰考县普惠授信总额的96%。
家住兰考县堌阳镇徐场村的徐卫

红，一直对兰考农商银行的雪中送炭之
举感念于心。徐场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
乐器生产村。乐器加工对原材料的要求
高，需要自然晾晒，易造成资金大量积
压。在徐卫红发愁时，兰考农商银行为
其迅即授信15万元，解了燃眉之急。

为打通金融服务“最后100米”，该
行积极推进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在县城
进驻兰考县普惠金融服务中心，在农村
建成199个村级普惠金融服务站，全力
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和服务能力。

优化服务，当好群众贴心人

支付服务环境不断优化。32 个
营业网点，94 台 ATM 自助设备，95

个农民金融服务点、199 个普惠金融
服务站……基本构建起了“营业网点+
自助银行+农民金融服务点+数字普惠
金融服务中心+电子银行”五位一体的
服务体系。从城市街头巷尾，到乡村
镇区村落，走到哪里，都会见到兰考农
商银行的踪影。

植根县域，情系民生。兰考农商
银行依托点多面广、贴近群众的服务
优势，免费代发惠农政策资金等达 6.5
亿元，代收非税收入、全县高中生学费
等资金近7亿元；累计捐赠510万元公
益资金，撑起了本土银行的责任与担
当，践行了普惠金融理念。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作为情系
“三农”、服务“三农”的金融主力军，助
力兰考乡村振兴、支持县域经济发展，
兰考农商银行责无旁贷。兰考农商银
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全禄表示：“责
重若山，行胜于言”，我行将通过不断
创新，严控风险，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
兰考稳定脱贫奔小康、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提供强劲动力。

植根希望田野 勇当金融“主力军”
——兰考农商银行积极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确山确山““提琴王提琴王””弦歌动世界弦歌动世界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影报道

4月 15日，确山县提琴产业园昊韵乐器公司生产车间，工人
正在赶制一批出口西班牙的提琴。

2015年，确山县李建明夫妇返乡创办河南昊韵乐器公
司，年产提琴 5万把，年出口额 2000多万元，在李建明的
带动下，已有 60多位在京务工的确山籍制琴师回乡创
业。

近年来，当地政府正努力打造“提琴之乡”，吸引了
不少在京的确山籍制琴师和配套企业回乡发展。目

前，8家规模较大的提琴企业已经入驻产业园，还有 30
多家小型企业也在确山县竹沟镇落户生产。

如今，有着西洋血统的提琴，八
成以上由中国制造。其中，确山生
产的中高档提琴更是占据了全国
80%以上的市场份额，成为名副其
实的“世界冠军”。⑨3

左图 工人正在给提琴刷漆。

编者按
农村既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土地，更是一片充满

希望的田野，返乡创业正当其时，乡村振兴前途无限。

本报记者走进春光里的中原，深入挖掘那些在市场细

分领域里的行业冠军，用一组组生动的图片讲述他们的出

彩故事。

确山提琴已成为国际制琴行业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乡村振兴“冠军队”

工作人员检查新做好的提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