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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6月 5日是世界
环境日，信阳召开全市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推进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主持会议并讲
话。

会议观看了暗访发现的信阳环
境污染突出问题视频，省环境污染防
治攻坚办移交了交办的环境突出问
题清单，宣读了《信阳市水污染防治
攻坚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活动实施
方案》和《信阳市水生态环境排名奖
惩实施办法（试行）》，以及《关于对潢

川县、商城县水环境质量恶化问题进
行责任追究的通报》。潢川县委、商
城县委和信阳市城管局主要负责同
志在大会上作检查。

乔新江指出，当前信阳环境形势
非常严峻，各级各部门必须痛定思
痛、高度警醒、深刻反思，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滚石上山
的韧劲，全力以赴抓好整改工作落
实，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以实际行动、实际成效向省委、省政
府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
卷。③5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6月 7日，鲁山县

“我们的节日——2019中国（鲁山）端
午节”系列活动在尧山广场开幕。

此次活动以“弘扬屈原文化、传承
家国情怀”为主题，采用丰富多彩的形
式，从端午文化中挖掘讲仁爱、重民
本、崇正义、求大同等思想，激励人们
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亲人、热爱
自然。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曲《离骚》低沉婉转；《我和我的祖
国》广场舞，热烈奔放；百筝齐奏《爱我
中华》，乐声悠扬……一个个精彩节目
将活动推向高潮，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开幕式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为鲁山县授牌“中国屈原文化传承基

地”。这是全国首个以屈原文化命名
的传承基地，将进一步促进该县对端
午文化、屈原文化的挖掘、研究、传承、
弘扬。

位于鲁山县张官营镇西约 2.5 公
里处的春秋古城犨城遗址，是平顶山
市文物保护单位，有着正史记载的中
国最早的屈原庙就在这里。

近年来，鲁山县积极实施“文化强
县”战略，在挖掘保护犨城遗址的基础
上，先后举办了屈原文化专家报告会、

“屈原之寺”碑释读座谈会、犨城祭祀
屈原及“我们的节日——2018 中国
（鲁山）端午节”等屈原与端午文化纪
念活动，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天，该县还举办了祭祀屈原仪
式、民俗文艺汇演、端午民俗展示、民
俗互动、西鲁讲堂等系列活动。③8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6月 7日，
高考第一天，省领导深入郑州市考点
检查高考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高考
工作一线的工作人员。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济超在
郑州市第四中学、郑州市第七十四中
学考点，认真查看了考试环境、考试
组织实施等高考工作。他指出，高考
是关系民生的大事，任何时候都不得
掉以轻心。近年来我省高考工作各
方面做得比较到位，这离不开每一位
考务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大家要再

接再厉，紧抓考务细节，紧盯薄弱环
节，确保今年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副省长、省招委主任霍金花在郑
州市第四十七中学考点和省国家教
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认真查看了考
场布置和考务工作。她强调，全省有
关部门要急家长之所急，想考生之所
想，全心全意为考生服务，全力以赴
为广大考生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和
谐、暖心的考试环境，确保考试工作
平安顺利、评卷工作客观公正、招录
工作有序推进。③8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6月 6日，
省公安厅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精神，就省公安厅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行部署。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舒庆主持会
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省公安厅党员民警特
别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要自觉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紧密结合高质量公安建设，扎扎
实实组织开展好厅机关“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会议要求，结合省公安厅实际，
找准开展主题教育的着力点，注重统
筹结合，坚持把开展主题教育同扎实
做好当前各项公安业务工作结合起
来，高质量推进主题教育，高水平搞
好学习转化，切实把开展主题教育的
成效转化为引领推动全省公安工作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③8

本报讯（记者 刘勰）6月 6日，省
委办公厅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
对扎实开展主题教育进行动员部
署。省委常委、秘书长穆为民出席会
议并讲话。省委第一巡回指导组到
会指导。

穆为民指出，省委办公厅担负着
“三服务”的重要职责，要从“四个迫
切需要”中增强投身主题教育的责任
感，认真贯彻“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总要求，真学真研真查真
改，高质量高标准组织开展主题教
育。

穆为民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首要任务，通过学思践悟使思想政
治受洗礼，坚守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
品格。要发挥优势开展高质量的调
查研究，把群众的要求期盼反映上
来，当好省委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
协助省委为群众解难题。要认真落
实“五查五找”要求，同时结合实际查
摆以文辅政、统筹协调、信息督查等
方面的差距，以务实整改促进“三服
务”水平全面提升。要统筹兼顾、注
重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更
好发挥抓落实基本职能作用，推动中
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在奋力
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中作
出应有贡献。③8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6月 5日，
2019年河南省打击走私综合治理工
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了 2019 年全国打私办主任会议精
神，通报表彰了打击走私综合治理工
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分析了形
势，部署了工作。副省长、省打击走
私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何金
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何金平说，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击

走私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最坚定的态
度、最迅速的行动、最有力的措施，全
力做好打击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要坚
持守土有责，突出打击重点，强化联合
作战，扎实组织开展“国门利剑2019”
联合专项行动；要加强能力建设，打造
过硬队伍，协调各方力量，构建共治格
局，牢牢掌握反走私斗争主动权，为保
障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和社会和谐稳
定，为推动我省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
展营造良好环境。③9

省委办公厅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穆为民出席并讲话

确保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高质量推进主题教育
高水平搞好学习转化

全力做好打击走私综合治理工作

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全国首个“屈原文化传承基地”落户鲁山

开幕式现场节目表演。⑨3
张建新 王昊宇 摄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6 月 7
日，农历五月初五，为增添“我们
的节日——2019 端午”系列民俗
活动的文化氛围、展示全省民间工
艺美术新成就，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联合 18 个省辖市民间文艺家协
会，在郑州绿博园举办的“大美民
艺——河南省民间工艺美术精品
展”启幕。

本次展览所展作品出自全省
18个省辖市近100位优秀民间艺术
家之手，涵盖民间雕塑艺术、奇画艺
术、编扎艺术、剪纸艺术和陶瓷艺术
等种类，工艺十分精美，彰显了河南
民间工艺美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不断创新发展的活力。此外，展览还
对河南民间工艺美术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发展进行了梳理和展示。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采用动态
智能镜和全息魔法扇技术，把民俗文
化与数字科技相结合，让不同形式的
民间工艺品在展馆内“活”起来。

多年来，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结
合“我们的节日”系列民俗活动，与
郑州绿博园联合开展了春节、端午、
中秋等不同系列的非遗展演、民间
工艺美术展览、民间绝技绝活展演
等活动，让非遗不断走进人们的视
野和生活。③8

来绿博园赏民间
工艺美术精品展

本报讯 6月 6日，我省召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对
开展主题教育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要
求聚焦目标任务，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
实。全省各地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学
习精神、深化理解、精准对标，把解决问
题贯穿始终，推动理论学习有收获、思
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
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进一步
提升党组织、党员的战斗力，持续谱写
让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在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深
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非常及时、非常必要，必将激励广大
干部群众振奋精神，高质量推进脱贫
攻坚工作。”南阳市扶贫办党组书记、
主任周大鹏说，今年南阳要实现4个国
定贫困县摘帽、244个贫困村退出、13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任务艰巨。全
市扶贫干部将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脱贫攻坚工作的系列讲话找差距，对
照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目标找差距，
打好“双基”“双业”“双貌”“双扶”攻坚

“四场硬仗”，深化提升医保救助、“千
企帮千村”、“政福保”、特殊贫困群体
集中托养“四大工程”，扎实开展干部

作风专项整治、易地扶贫搬迁“回头
看”、项目资金专项整治、扶贫信访专
项整治“四项行动”，振奋精神、抓牢关
键、转变作风，确保“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走心入脑，凝心聚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

“要坚定信仰、对党忠诚，时刻保
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扎根群众，
奋斗实干。”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驻
村第一书记贾巍表示，将以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主
动对标“四个不摘”重要要求，为高质
量脱贫加上“保险阀”；用实干和担当，
办好群众最关心的操心事、烦心事、揪
心事，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提升脱贫
成效，筑牢乡村振兴基础。

周口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王文峰
表示，要增强开展好主题教育的思想
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聚焦目标
要求，狠抓落实，推动主题教育高质量
开展。坚决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增
强学的自觉，强化干的导向，树立严的
作风，把主题教育与党的建设结合起
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为民初心，
践行使命担当，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
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把主题

教育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
建机制、激活力；把主题教育与推动开
发区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践行新发展理念，力戒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
展，为在中原更加出彩中绘就周口特
色添彩画卷作出更大的贡献。

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把牢扎根群众这
个支撑点，在为民服务上取得新进
展。对此，去年4月刚刚返乡担任漯河
市源汇区问十乡宋庄村党支部书记的
李肖科感触很深。“我们村之前是‘软
弱涣散村’。新的村‘两委’组建后，党
员干部在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中主动
捐款捐物、带头出工出力，迅速改变了
在群众心中‘不作为’的形象。”李肖科
说，村里要发展，党员干部必须发挥带
头作用，站稳群众立场，树牢群众观
点，办好群众最关心的急事难事，这样
才能真正取信于民，干群合力共同促
进乡村振兴。

“初心和使命不是抽象的，而是体
现在党员干部的作风中、干事创业的
激情里。”许昌市魏都区委副书记、区
长李朝锋说，“我们要紧密结合实际，

在老旧小区改造、基层党建和社会治
理等重点工作中进一步提升政治站
位、扛起责任担当，把主题教育的成效
体现到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
之中，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襄城县紫云镇雷洞村属于革命老
区，于 2016年退出贫困村序列。“虽然
脱贫摘帽了，但巩固脱贫成果决不能
懈怠松劲。”该村驻村第一书记薛斌伟
说，“要以初心使命激发务实进取、攻
坚克难的精气神，因地制宜发展乡村
旅游、做优特色种植、改善人居环境、
激发内生动力，从而实现高质量脱贫，
推动乡村振兴。”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
新蔡县李桥镇狮子口村驻村第一书记
原玉荣表示，要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
抓起，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解决
好联系和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
题；要补齐发展短板，带领村民以更大
决心、更大勇气、更大力度强化“四美
乡村”建设，让广大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和幸福感。③8（本报记者 孟向东 胡
巨成 赵春喜 郭海方 董学彦 杨晓
东 吴曼迪）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全省各地党员干部中引发强烈反响

进一步提升党组织的战斗力
谱写让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6月6日，安阳县淮调剧团走进河南师范大学，为师生们送去专场演出，展
示独具豫北特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淮调，迎接“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的到来。⑨3 王建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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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6日上午，在洛阳理工学院开元校区，该校教育
科学与音乐学院的师生和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共度端午
佳节。俄罗斯留学生学写汉字，学缝香包，品尝粽子，感
受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节日的魅力。⑨3 张光辉 摄

▲俄罗斯留学生使用毛笔在粽叶上写汉字。
▶粽叶飘香，端午传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