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在深入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程中，我省坚

持标本兼治，既高压惩治腐败，又深化以案促改，

通过扎实做好执纪审查“后半篇”文章，持续净化

优化全省政治生态，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

业环境。今天起，本报特推出“以案促改进行时”

专栏，对我省以案促改工作进行全景报道，着力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敬请关注。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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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沟or樱桃文化沟？

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届九次全会精神

□本报记者 王小萍

黄河汤汤，奔腾千里。自 1992年
首届黄河文化旅游节暨“黄河之旅——
中华民族之魂”国家级旅游线首游式，到
第二十五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的成
功举办，三门峡成功开启了文化旅游创
新与发展、城市转型与升级的新局面。

一个节会能持续 25年，一定如大
树一样生长了自己思想的年轮，三门
峡黄河旅游节与特博会，一直以最大
范围的群众参与和合作发展在众多节
会里独树一帜，成为辨识度特别清晰
的一个。本届节会也不例外，豫台高
峰论坛精彩纷呈，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论坛专家云集，新兴产业推介暨经
济合作项目签约硕果累累。

合作发展，天鹅之城美又好

黄河旅游节通过 25 年的持续打
造，已成为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抓手。
本届节会上合作发展成为关键词。

新兴产业推介会上，现场项目签约

90个，总投资490多亿元；豫台高峰论
坛上，启动了《豫台文化旅游交流合作行
动计划》；三门峡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与台
湾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签署了旅游合作协
议。特色商品博览会上，吸引了来自俄
罗斯、英国、德国、巴西等“一带一路”沿
线14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展。

“三门峡市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把发展全域旅游、
做优做强旅游业确立为新的经济增长
极，以节会为纽带，深度加强与‘一带
一路’沿线城市、沿黄九省（区）、晋豫
陕黄河‘金三角’地区和大型旅游企业
的合作，有效促进了沿黄地区文化旅
游产业的发展繁荣，崤函大地展现出
更广的开放、更旺的生机、更美的前
景。”三门峡市委主要领导说。

三门峡地处豫晋陕三省交界，有黄
河“金三角”之称，长期以来，依托黄河
旅游节，打造了全国旅游区域合作的新
典范，也促进了黄河旅游产品的落地生
根和三门峡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探索
了一条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的新路径。

泰国正大集团副总裁傅学军、乌
兹别克斯坦国际新能源研究院院长马
特恰诺夫·努拉金、法国索邦大学米歇
尔院士、美国科学院李长明院士、日本
近畿大学金光滋教授、印度安纳德国
际工程学院普拉文副校长……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论坛上，集中了世界著
名的专家学者。

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会长告诉记
者：三门峡是河南的缩影，文化旅游资
源都非常丰厚，下一步重点在客源互

送、文物交流、乡村旅游、研学旅行等
方面加强对接，携手推动豫台文化旅
游合作开启崭新篇章。

5月10日下午，新兴产业推介暨经
济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三门峡国际文
博城举行。经过前期广泛交流和深入
对接，年产10万吨PBT项目、装配式绿
色建筑产业生产基地项目、嘉亿湖滨天
阶项目、废旧锂电池分解项目、高纯氧
化铝基复合材料项目等90个进行了集
中签约，投资总金额490.09亿元。

借助黄河旅游节的强大影响力，
三门峡吸纳资源和要素的磁石效应正
进一步凸显。

全民参与，市民游客尽开颜

对于节会活动而言，全民参与、全

民共享，是保持持久生命力的关键。
5 月 12 日 ，来 自 全 国 29 个 省

45000名游泳爱好者在暖阳下，劈波斩
浪横渡母亲河。作为节会的子活动，三
门峡横渡母亲河赛事经过 10 年的努
力，已经成为全国公开水域一年一度的
盛事，吸引了海内外泳友参与。

罗曼彩虹跑更是三门峡当地市民
的狂欢节。随着发令枪响，身上、脸
上都是五彩缤纷图案的 1万名跑友，
在彩色的烟雾里激情开跑。“家门口
的活动更亲切。”湖滨区张笑晴是个
马拉松爱好者，她已经第三次参加罗
曼彩虹跑了。

本届节会上新添的三门峡国际光
影艺术节更是让山城市民倾城出动，
而且也吸引了运城、临汾、西安、商洛

的游客。现代高科技的灯光秀、激光
秀、水秀让天鹅之城更加浪漫迷离。

“真的想不到三门峡这样现代，好看好
玩，今后还会带家人一起来。”商洛市
的赵先生感慨地说。

各县区结合各自实际推出了系列
群众性文化活动，呈现三门峡热情洋
溢的魅力。陕州的山地自行车邀请
赛，吸引了 20 多个省 2000 多名骑友
参与。而卢氏第二届越野精英挑战赛
事也有 1000 多人竞走。百家旅行商
游渑池，品酒看山，义马更是请来了全
国的诗歌刊物主编，一起吟唱好山好
水好城，品尝樱桃。灵宝，上千人一起
兴致勃勃穿越函谷关……广大市民游
客参与其中，乐而忘返，一起感受崤函
大地的文化之美好，自然之灵秀。

城市因节会而添彩，文化因旅游
而常新。黄河旅游节暨特博会已经成
为推广三门峡城市形象的“金”字招
牌，也成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天鹅之城将从黄河中游开始出
发，走向远方。

黄河滔滔文化旅游共生共荣 崤函道长经贸合作同台唱戏
——第二十五届三门峡黄河旅游节暨第七届中国特色商品博览会综述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16 日电 第六次
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16日
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
会见大会代表，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勉励他们再接再厉，为推进我国残疾人事
业发展再立新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上午 11时，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

堂北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
同代表们热情握手，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工
作生活情况，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国务委员王勇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
上讲话。他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指示
精神，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创新工
作理念，以更加有力举措做好残疾人工作，
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坚决打赢农村残疾人
脱贫攻坚战，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利，推

动残疾人事业健康发展。广大残疾人要以
全国自强模范为榜样，进一步弘扬残疾人自
强精神，努力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大会表彰了167名“全国自强模范”、
100个“全国助残先进集体”、100名“全国
助残先进个人”、100个“残疾人之家”和33
名“全国残联系统先进工作者”。身残志
坚、倾心盲人按摩事业的严三媛，不畏艰
难、不惧生死的扫雷英雄杜富国，富有爱
心、热心公益助残的宋桂华等 3名获奖代
表分别在会上作了发言。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5 月 16
日下午，中央扫黑除恶第 17 督导组
督导河南省“回头看”情况反馈会
在郑州召开，中央扫黑除恶第 17 督
导组组长盛茂林反馈本次督导“回
头看”有关情况，省委书记王国生
作 表 态 发 言 ，省 长 陈 润 儿 主 持 会
议。

盛茂林指出，中央扫黑除恶第
17 督导组进驻河南开展“回头看”
以来，在河南省委省政府和各地各
部门配合支持下，在较短时间内顺
利完成“回头看”工作，做到整体评
价与重点剖析相结合、评查重点案
件与走访重点地区相结合、集中问
效与分别约谈相结合。盛茂林指
出，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督导

整改工作，政治站位高，部署推进
快，举措方法实，一些问题已经整改
到位，特别是在建章立制、深挖根
治、长效常治等方面作了有益探索，
在强化政治责任、强力问责推进、紧
盯重点环节、巩固斗争成果等方面
有新作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整改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在指出“回头看”发现的有关问
题后，盛茂林强调，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进入了深水区、攻坚期，形势更加
复杂，任务更加艰巨，时间更加紧
迫。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
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围绕“一年打击遏制、两年
深挖根治、三年长效常治”工作要

求，抓住重点再聚焦，攻克难点再发
力，推动专项斗争再创新战果、再上
新台阶。要在政治站位上再提高，
在依法办案上再精准，在“打伞破
网”上再发力，在“打财断血”上再强
化，在综合治理上再聚焦，在基层建
设上再夯实，在斗争精神上再增强，
精准发力、善作善成，步步为营、久
久为功，努力夺取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全面胜利。

王国生指出，督导组反馈了“回
头看”总体情况，既对我省整改落实
工作给予肯定，又深刻指出存在问
题，明确提出整改要求，体现了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符合河南
实际，让我们受到了深刻教育，也看
到了新的差距。我们诚恳接受反馈

意见，全面梳理反馈问题，逐条逐项
落实整改措施，做到统筹安排、一体
整改、持续推进，务求必胜。王国生
强调，要牢牢把专项斗争抓在手上，
做到责任上压实、作风上求严、督导
上较真，以这次督导“回头看”为新
的契机，在依法打击上再发力，在

“打伞破网”上再突破，在综合治理
上再提效，在基层建设上再强化，在
宣传发动上再深入，把我省工作做
得更加扎实有效。

中央扫黑除恶第 17 督导组赴
河南省“回头看”人员，喻红秋、孔昌
生、穆为民、舒庆、胡道才、顾雪飞以
及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省辖市党
委政法委书记参加会议。③9

□本报记者 刘海涛 卢松

“看到曾经的领导出事，对我触动很大，就像惊雷乍响！”
近日，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及时运用该局原副巡视员张聪智
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召开了以案促改专项工作教育警示大会，
一名中层干部会后有感而发，“一定吸取张聪智的教训，慎之
又慎，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查处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2017年 4月以来，我省
在全省范围内探索推开以案促改工作，通过身边的典型案例

“活教材”，既教育警示干部、又堵塞制度漏洞，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净化优化全省政治生态。

既能打胜仗又善“战后重建”

作为全省经营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河南省农信联社曾
因权力失范而成为腐败“重灾区”，鲁轶、杨清禄、李志刚等多
名厅级干部“前腐后继”，先后“落马”。

“如果我们仍不能从案件暴露出的问题中吸取教训，坐视
风险蔓延，那么‘后人复哀后人’的悲剧还会重复上演。”省农
信联社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仲纪伦说。

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
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标
本兼治，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

落实中央要求，结合河南实际，我省创新开展以案促改工
作，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
觉，一体推进、综合施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
任正晓形象地说，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成功查办
一起案件，就好比打赢一场战役，“我们不仅要能打胜仗，更要
善于‘打扫战场’，搞好‘战后重建’，既要敢于‘拔烂树’‘正歪
树’，更要善于‘治病树’‘护森林’。”

省委高度重视以案促改工作，出台《关于推进以案促改制
度化常态化的意见》，并结合落实中央巡视整改要求，召开全
省深化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省委书记王国生围绕王铁等
违纪违法案例，从四个方面敲警钟、提要求。

作为以案促改工作的组织者、实践者和推动者，省纪委坚
持率先垂范、引领带动，配套印发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的实
施办法和监督检查暂行办法，以周口市纪委原常委孟霞等8名
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案例为镜鉴，召开全省纪检监察系统贯
彻落实省委《意见》精神以案促改电视电话会，（下转第二版）

□本报评论员

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一个很形象

的比喻：“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

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

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习近平总书记也

曾多次强调，要努力学习掌握科学的

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启迪我们，

会干事、干成事，而不是瞎忙活、走过

场，领导能力和素养就要与时俱进，思

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也要因时而变。

世界是永恒运动和变化发展的，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而且变化在加速。

大数据、物联网、5G、AI等新技术让人

目不暇接，社群重建、圈层消费、流量为

王等现象让人眼花缭乱；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变，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省也从乡村型社

会转变为城市型社会……发展环境和

发展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发展理念和

发展方式有了重大转变，领导干部的思

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怎能故步自封？旧

思维的“图”索不到新时代的“骥”，老办

法的“票”登不上新航程的“船”。作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组织者、参与者、推动

者，必须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与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群众水涨船高的期待相

匹配，才能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

发展高质量。

形式主义，表面看起来主要表现

为做事不认真、爱做表面文章、不注重

实效等等，实质上则是思维方式僵化、

教条，工作方式偏离实事求是和群众

路线，跟不上时代要求和现实需要，不

真干、不实干、不科学地干。克服形式

主义，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思维方式

和工作方式，既要善于用科学的思维

认识问题，想干、愿干、积极干，也要善

于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能干、会

干、巧干。

力避思维上的形式主义，要让思

维方式有个大提升。把人限制住的，

往往是自己的思维，社会发展“轻舟已

过万重山”，自己不能还在“刻舟求

剑”。现在的招商引资，比的是哪里制

度优、讲规矩、讲法治，“新官不理旧

账”、只招商不引“治”就会恶化营商环

境；上产业项目，不仅要看经济效益，

还要科学考量环境承载、生态效益，不

能 只 要“ 金 山 银 山 ”丢 了“ 绿 水 青

山”……转变思维方式，就要摆脱惯性

思维的羁绊，跳出思维定式的泥潭，让

思维踏准时代的节拍、契合新发展理

念。我省四条丝路优势并举，是因为

开放的意识强了起来；“信息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成为施政方向，是因为互

联网思维深入人心；“单一窗口”“一站

式”服务等“放管服”改革举措不一而

足，是因为改革思维不断深化……领

导干部的思维层次，引领地方的发展

层次。思维不对，只能受罪；观念一

变，空间无限。

力避工作上的形式主义，要让工

作方式发生大转变。现在工作中出现

了一些用新的形式主义反对老形式主

义的现象，例如有的地方为了刹住“文

山会海”，开发了不少政务 APP，建了

很多微信工作群，本为提效减负，却经

常变为“微信下指令、群里抓落实”，甚

至要求每天打卡“留痕”，沦为“指尖上

的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无论新老，都

要坚决破除，把工作扭到唯实重效上

来。1961 年，习仲勋同志曾率领工作

组到长葛持续蹲点调研近五个月，一

竿子插到底，吃住在农村，实实在在地

掌握了大量真实材料，带领全县人民

抗旱保粮，退赔平调财物，为扭转当时

河南乃至全国面临的困难局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是

对形式主义最好的摒弃，带头转变工

作方式，就要善于运用调查研究、树立

典型、重点突破等科学方法，突出实践

实干实效，像钉钉子那样，一锤一锤接

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

再钉下一颗，扎扎实实、久久为功。

如果说新时代的任务是“河”，思

维 方 式 和 工 作 方 式 就 好 比 是“ 桥 或

船”。踏着时代的节拍，和着发展的韵

律，思维与行动转变得迅速、到位，向

实处着力、以实干开路、用实绩说话，

我们一定能穿险滩、过激流，到达成功

的彼岸。2

第六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召开

习近平会见与会代表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
04│时事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回头看”
情况反馈会在郑州召开

盛茂林王国生讲话 陈润儿主持

带头转变思维方式工作方式
——深入践行“五带头”系列谈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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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促改进行时

习近平分别向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
大会和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致贺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