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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办国办印发《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

第三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第三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
距开幕还有 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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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5 月 6日，
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
心组集体学习会议举行，认真学习中
央有关文件，传达学习全省教育大会
和省委加强以党的建设为根本的基层
基础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
施。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刘伟主持
并讲话。

会议指出，全省教育大会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充分体现了省
委省政府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决
心，提出了建设教育强省的一系列重要

举措，必将推动全省教育工作取得更大
更好的发展。要充分认识教育工作的
重大意义，自觉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紧紧围绕省委关于教育改革发展的决
策部署和全省教育大会确定的重点任
务，履行政协职责，发挥政协作用，为加
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省、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贡献力量。

会议指出，省委高度重视加强党
的建设和基层基础工作，采取一系列
重要举措，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省
委召开加强以党的建设为根本的基层
基础工作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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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党建高质量发展
的具体安排。要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
神，按照省委书记王国生要求，坚持大
抓基层、大抓支部的导向，提高政治站
位，完善规章制度，增强支部活力，全
面提升政协系统党建工作水平，以过
硬的基层基础工作，确保政协工作高
质量运转。

随后召开的省政协十二届二十一
次主席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政协副主席钱国玉、李英杰、龚
立群、周春艳、谢玉安、张震宇、刘炯天
和秘书长王树山参加会议。③5

□本报记者 栾姗 樊霞 逯彦萃 温小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
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

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强调，要系统理解“五个振兴”丰
富内涵，产业振兴是物质基础，人才振兴是关键所在，文
化振兴是铸魂工程，生态振兴是内在要求，组织振兴是根
本保证，必须统筹推进。

“推动乡村振兴，‘五个振兴’缺一不可，我们要用心
用情弹奏出‘五个振兴’的美妙音符，唱响中原大地乡村
振兴的最美旋律。”我省发展改革、财政、金融、文旅等部
门党员干部深刻认识省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此次
全会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代
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意义，纷纷自觉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三
农”工作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省发展改革委主任何雄说：“‘五个振兴’构成了乡村
振兴战略的关键要素，体现了乡村振兴二十个字、五个方
面的总要求。发展改革部门要高水平当好党委政府经济
工作的参谋助手。一是聚焦编制新一轮粮食生产核心区
规划、打造粮食生产核心区升级版的重大任务，明确新一
轮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的思路、重点举措和发展路径，确
保在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有新担当、新作为。二是以易地
扶贫搬迁和黄河滩区迁建为抓手，抓紧构建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相衔接的新机制。在抓好‘两个搬迁’的同时，
加快推进土地规模经营，打造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
接的典型示范。三是加强协作、积极主动推进全委涉及
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把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结合起来，
深入推进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创新，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省财政厅厅长王东伟说：“我们将按照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优先保障‘三农’资
金，大力支持乡村建设，统筹推进‘五个振兴’。具体来
讲，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创新财政投入方
式，提升农业竞争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加大对职业农
民的培训力度，强化农业科技推广，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大力支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繁荣兴盛农村文
化，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建立多元投入机制，补齐美丽乡
村建设的突出短板，促进‘生态美’‘生活美’‘生产美’，推
动乡村生态振兴；通过资产租赁、联合发展、农业开发、企
业参股等多种形式，壮大新型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治理物
质基础，推动乡村组织振兴。”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冯先志说：“我们将统筹
做好‘五个振兴’金融支持，推动金融资源向‘三农’聚焦、
倾斜，全面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质效。组织金融
机构单列涉农信贷计划，强化金融产品创新，实现涉农贷
款持续增长。（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李虎成 童浩麟 王映
王绿扬

提高党建工作质量，推进乡村组
织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组织保
证。省委刚刚出台的《关于加强以新
时代党的建设为根本的基层基础工作
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实施村党组织
书记全员培训，省市两级两年内实现
全覆盖。

为全面提升我省村（社区）党组织
带头人综合能力素质，根据省委工作
安排，省委组织部将利用两年时间，省
市联动对全省 5.1 万名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轮训一遍。目前，2019年春季
培训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已

有超过 3000 名村（社区）党组织书记
从中受益。

带着问题来带着答案走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村
（社区）党支部书记虽然是“芝麻官”，
但肩上却挑着千斤担。大到中央精神
能否传达到位、战略部署能否扎实落
地，小到村里琐事能否捋顺打通、矛盾
纠纷能否化解到位，都考验着他们的
素质和能力。

“以往的培训，理论性强，针对性
差，农村干部听报告时间长了直想打
瞌睡。”如何让“领头雁”听得懂、学得
会、用得上？本次培训坚持实际、实
用、实效的原则，缺什么补什么，需要

什么培训什么，从村（社区）干部队伍
建设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类型村（社
区）情况设置培训内容。

据介绍，本次培训的内容为“6+
N”，即全省统一设置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乡村振兴和“三农”工作的重要讲
话精神、基层党的建设、基层党风廉政
建设、民主科学决策、新技能新知识等
6个方面的必训内容；同时，根据不同
类型村（社区）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增
加脱贫攻坚、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美丽
乡村建设、乡风文明建设、基层平安建
设、城市基层党建等专项内容，大大提
高了培训的精准性。

（下转第四版）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5月6日就俄罗斯一架客机在莫斯科
谢列梅捷沃机场紧急迫降时起火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国

一架客机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紧
急迫降时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
沉痛的哀悼，向受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

以诚挚慰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向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致慰问电，向遇
难者表示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
示慰问。

全省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全员培训启动

让“领头雁”羽翼更加丰满有力

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
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举行

刘伟主持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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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俄罗斯一架客机紧急迫降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习近平向普京致慰问电

乡村振兴系列谈

深入学习贯彻
省委十届九次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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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意大利歌唱家
的“河南情”

保罗·科尼，意大利著名的世界
级男中音歌唱家，早在上世纪80年
代就享誉全球，曾扮演过多达86个
歌剧角色，被意大利政府授予终身
艺术成就奖和“威尔第世界艺术大
使”称号。

这样一位大师级歌唱家，4年
多前辞去意大利国立费拉拉音乐学
院声乐系主任职务，来到河南新乡
这座中部城市，走上了河师大的三
尺讲台。

漫天飞絮咋治理

有一种“花”，它漫天飞舞，无处
不在，却又容易让人皮肤过敏、呼吸
道感染，还会造成交通事故、火灾。

它就是杨絮。伴随着春日阳
光，飞絮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
题。纷纷扬扬的飞絮还要持续多
久？又该如何防控？

05│民生新闻

争做 河南人

2010年6月，83岁的陈俊武（中）在包头炼油项目现场检查设备。⑨3 陈香生 摄

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制
的微生物菌剂已经取得原农业部农
药登记证，成为首个应用于小麦病
害防治的微生物制剂。这种菌剂得
到了农民的广泛认可，小麦施用面
积不断扩大，还被用于瓜果、蔬菜等
的病害防治。

04│要闻

试验田里的菌剂“小卫士”

他是我国著名的炼油工程技术专
家、催化裂化工程技术奠基人；

他和他的团队创造了多个中国第
一、世界第一，不断推动中国石油炼
制、煤化工技术迈向世界先进水平；

他以为国分忧的满腔热忱，投身
国家石油替代战略研究，在耄耋之年
指导完成了甲醇制烯烃技术工程放大
及工业化推广应用，为我国煤炭资源
深度转化利用开辟了全新技术路线；

他著书育人，为国家培养了一大
批炼油工业技术栋梁之材；

……
他，就是国宝级科学家、92岁的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科
技委顾问、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委员会名誉主任陈俊武。

1949年投身石化事业，与新中国
共同奋斗，共同发展，“苍天于我可谓
厚矣！”回首自己 70年的工作经历，陈
俊武十分坦然：“无怨无悔。”

报国奉献建奇功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那一天起，我已做好以身许
国、一生献科学的准备了。”

“若占上春先秀发，千花百卉不成

妍。”四月的洛阳，春风拂面，牡丹盛
开。世界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争相领
略“千年帝都”和“洛阳牡丹”的芳容。

4月28日早上9点，92岁的陈俊武
像往常一样，准时走进他在中石化洛阳
工程有限公司的办公室。读书、处理邮
件，查阅国内外先进技术资料……电脑
上满屏英文，桌子上、书架旁堆满了各
种刊物和材料，陈俊武始终紧盯着科技
发展的前沿。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祖籍福建长乐的陈俊武，1927年 3

月 17日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世家。喜
欢独处、热爱思考，小时候的陈俊武不但
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心算能力也超
强。经常有同学慕名找他，给他出难题，
他都能很快给出正确答案，屡试不爽。

17岁那年，陈俊武考取了北京大学
工学院化工系。大二时到抚顺的一次参
观，让他与石油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他第一次见到日本人留下
的尚未开工生产的人造石油厂（后更
名为石油三厂）。当时的中国，石油工
业落后，处处受制于人。年轻的陈俊
武暗下决心：挽弓当挽强，投身石油工
业才有用武之地。自此，以身许国、科
技报国的种子就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为了滋养这粒种子，求学期间的
陈俊武总是待在课堂、实验室、图书
馆，与书本、期刊、笔记为伴。“科学的
真理把我诱惑得太苦了。我把如锦的
年华都投入了无底的深渊，痴心的求
知使我与人群隔绝，使我成为孤独
者。生命的意义全寄托在没有生命的

分子、原子上了。”当年的日记，记录了
陈俊武刻苦读书的状态与心境。

“我学的是化工专业，让国家石油工
业强大起来，就是我的责任。”1949年12
月，大学毕业的陈俊武放弃了到北京或
沈阳发展的机会，毅然来到抚顺，成为他
心心念念的人造石油厂的一名技术员。

当时的抚顺，满眼是煤尘和黑烟；
当时的厂子，荒凉残破、杂草丛生。技
术资料匮乏、生产条件简陋，为了尽快
让工厂恢复生产，他一头扎进车间进
行技术革新，把自己学过的理论和眼
前的装置设备印证对照、摆弄琢磨，弄
不清的问题就向专家请教，向工人师
傅学习，经常忘了晨昏暮晓，衣服上经
常油渍斑斑……

一个人，当他把个人理想自觉融
入国家发展伟业时，任何危险、困难都
阻挡不了他前进的脚步。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争
的阴云吓得有些人开始找各种理由开
溜，可23岁的陈俊武却依然选择坚守。
他与几位技术骨干主动承担起修复工作
的主要技术难题。因为，他知道，新中国
急需“黑色的血液”为发展注入生机。

有一天，由于检查脱硫槽时滞留时
间太长，陈俊武一氧化碳中毒，头晕眼
花、恶心呕吐。同事们劝他休息两天，
可他第二天一早爬起来又奔向车间。

1951年 7月，全厂修复工作完成，
开始恢复生产。

工厂开工不久，陈俊武在变换车
间发现，水煤气和水蒸气混合的“蒸汽
喷射器”抽力很大，继而联想到水煤气
鼓风机的电动机是否可以在不给电的
情况下运行的问题。为此，他自学高
速气流理论，进行参数计算，与其他人
一起多次试验。最终，他的设想实现
了，车间每小时节省25度电，耗电量一
下就减少一半。此举轰动全厂。

此后的不断革新，不断的成功，使
陈俊武在青年科技人员中脱颖而出。

（下转第三版）

以身许国七十载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陈俊武

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

过？陈俊武以他科学家的精

算法，列出了自己的“人生公

式”——奉献大于索取，人生

就灿烂；奉献等于索取，人生

就平淡；奉献小于索取，人生

就黯淡。 ——题记

□本报记者 李晓玮 陈小平

本报讯（记者 李宜鹏 周晓荷）
在创刊 7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河
南日报驾“云”而来，全面跨上自主研
发的“大河云”融媒平台。

这是报纸技术创新的一大步，更
是媒体融合发展的一大步。

1949年 6月 1日，在手摇印刷机
隆隆响了一夜后，《河南日报》推出创
刊号。

70年来，河南日报始终扎根中原
大地，与党和人民风雨同行；70年来，
河南日报始终坚持创新发展，历经

“铅与火”的淬炼、“光与电”的闪耀、
“数与网”的交汇，现在终于驾“云”而
来，跃入“云与智”时代。

“大河云”究竟是一朵怎样的
“云”？

它是一朵融合开放之“云”。
“大河云”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落实中央精神，推动媒体深度融合而
搭建的基础工程；是在万物互联时
代，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在传媒领域
应用的深耕之作。集团不仅实现了
自身报、网、端、微的融合裂变，构建
起“三级联动”的新闻生态链，同时还
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互联网应用
解决方案。

它是一朵自主研发之“云”。
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

确保信息安全的“钥匙”掌握在自己
手里，是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的基
石工程。为了“大河云”的研发，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专门组建了 60 多

人的技术团队。团队带头人、大河
网技术总监李良昆介绍：“从产品设
计到软件开发，从用户体验到系统
运行维护，‘大河云’日臻成熟的每
一步，都做到了自主研发、安全可
控。”

它是一朵智能应用之“云”。
以媒体融合为契机，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进一步催化体制机制变
革，集聚人才技术优势，再造采、编、
发流程，推出“大河云 APP”“大河云
信”等互联网产品，实现全集团新闻
要 素 有 机 整 合、管 理 手 段 互 融 互
通。“搜集线索、采写新闻、工作审
批、沟通交流，一个 APP 就能完成，

‘大河云’让我们进入了互联网‘轻
生活’时代。”河南日报一线记者王
平说。

它是一朵突破时空之“云”。
创办初期，河南日报发行量只

有 3万份，却要印制 20多个小时；如
今，通过“大河云”，新闻可以零时差

“飞跃”至亿万用户面前。《河南日
报》5 月 3 日刊发的《大笔描绘乡村
振兴最新最美画卷》，被人民网、新
华网、全国党媒信息平台、学习强国
等媒体终端转发报道，覆盖用户 2亿
人。

从“一纸风行遍中原、几代笔耕
写青史”到站在“云与智”的风口、产
业互联网的风口，河南日报驾“云”而
来，更强劲的正能量、更高昂的主旋
律正在“云”端唱响。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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