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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在结束对俄罗斯联邦国事访问并
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
坛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
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

机抵达。
当地时间7日下午，习近平离开圣

彼得堡启程回国。俄罗斯联邦政府高
级官员以及列宁格勒州州长、圣彼得堡
市政府负责人等到机场送行。

结束对俄罗斯联邦国事访问并出席
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后

习近平回到北京

□本报评论员

工作能否取得成效，离不开精心组织、周密实

施。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结

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努力取得最好成效。省

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

我省开展主题教育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要求加

强组织领导，精心组织实施，把每项要求做扎实、

做到位，确保不偏、不空、不虚。各地要深入落实

中央精神和省委部署，在组织领导上出实招硬招，

确保主题教育高质量开展。

从倡导“五比五不比”，到要求领导干部“五

转”“五带头”，省委本着力克形式主义、狠抓工作

落实精神，树立了崇尚实干的鲜明导向，为基层松

绑减负，推动各项工作落细落实落到位，一级带着

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全省上下真抓实干、求

实求效的氛围越来越浓。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也要坚持这些好经验好做法。组

织部署关系着凝聚力、动员力、战斗力。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当前一项重要的政

治任务，能否组织好、实施好，检验着党委政府的

政治站位，更考验着组织能力。通过主题教育切

实增强各级党组织的感召力、向心力，是检验主题

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强化组织领导能力是

其中应有之义。这次主题教育活动时间紧、任务

重、要求高，任务越艰巨，越要求我们切实增强使

命感紧迫感，化压力为动力，以实干创实绩，做到

高效率、高标准、高质量的有机统一。

在组织领导上出实招硬招，第一要坚持以上

率下，防止照人不照己。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要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把问题挖出来，把责任

担起来，突出领导带头，注重上下联动，强化督促

指导。第二要坚持真抓实做，防止形式主义。标

准要高，不折不扣落实中央精神，确保中央部署

要求和规定动作不走样、不漏项、落到位，同时紧

密结合实际，创新接地气、能落地、针对性强的载

体抓手，做到高标准设计方案、高标准推动实施、

高标准检验成果。要求要严，要真学习、真调研、

真检视、真整改，一丝不苟、一板一眼，做到学习

不到位的不放过，调研不深入的不放过，检视问

题不深刻的不放过，整改不到位的不放过，群众

不满意的不放过。措施要实，务求取得实际效

果、解决实质问题。第三要坚持标本兼治，防止

就事论事。把制定“当下改”的举措同制定长效机制结合起来，把主题教育

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结合起来，把开展主题教育同树立正

确用人导向结合起来。第四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防止“两张皮”。把开展

主题教育同贯彻落实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结合起来，同当前重点工作结

合起来，真正把教育成果转化为做好“六稳”工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扎

实行动，转化为打好三大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狠抓基层基础的扎实

行动，持续营造学的氛围、严的氛围、干的氛围，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服务

全国大局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牢记使命，方能出彩。让我们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加强组织领导，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周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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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映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张晓静 通讯员 李永）6月
6日，置身清丰县产业集聚区，发展的
活力扑面而来：9个承接京津冀家居产
业转移园区、180多家家居企业、210
多亿元销售收入构筑起全国最大的实
木家居产业集群，每年有 200多万套
家具从这里“飞”进千家万户。

是什么引得“群凤齐舞”？“实现民
营企业、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党的坚强领导。”清丰县产业集聚区负
责人表示，该县通过开展“先锋堡垒孵
化行动”，实现了非公企业党建与企业
发展互促共赢。

近年来，清丰县吸引 170 余家京
津冀家居企业安家落户，随着外来非
公企业数量急剧增加，不断扩大党的
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以党建引领带
动企业持续发展，成为该县基层党建

工作的重要课题。
2017年 6月，清丰县依托企业服

务中心建立“先锋堡垒孵化中心”，成为
“大本营”；依托9家龙头企业建立9个
“先锋堡垒孵化基地”，引领“小网格”；
依托 113家企业建立“先锋堡垒孵化
点”，部署“最前沿”。

99 名党员组成 9 支“孵化工作
队”，瞄准“点、线、面”，（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杨
育新 王艳朋）6月 5日，记者走进孟津
县小浪底镇明达村，绿树成荫的房前
屋后不见了垃圾、污水，游园、广场、道
路沿线的鸡冠花、太阳菊怒放。村党
支部书记杨瑞安说，过去村里是“房前
屋后、乱堆乱放”，现在“全村是公园、
处处是景点”。

改变这一切的，是孟津县大力推
进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孟津县把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促进群众“生活美”作为乡村振兴的重
要一步，着力推进生态宜居的美丽乡
村建设，大力开展“垃圾清零”“厕所革
命”、污水治理、“一村万树”等集中行
动，通过 30个示范村以点带面，连乡
村“盆景”成全域“风景”。

全面开展“垃圾清零”行动，建立
城乡环卫一体化调度指挥中心，实现

“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成功创建
省级农村垃圾治理达标县。在污水处
理上，该县累计建设县、镇、村三级污
水处理厂（站）24座、人工湿地7处、污
泥处理厂 1座，新开工村级污水处理
设施 30座，年底前将实现全县 60%以
上行政村的生活污水有效处理。该县
还开展“厕所革命”，全面启动 5万座
旱厕改造任务，（下转第二版）

孟津 环境整治扮靓美丽乡村
清丰 非公企业涌动红色动力

实践者说

孟津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

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坚决打

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这场硬仗，加

快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推动农

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孟津县委书记 杨劭春

实践者说

清丰紧紧围绕企业的生产

经营开展党的工作，推动非公企

业党组织发挥好政治核心和引

领作用，实现非公企业党的建设

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

——清丰县委书记 冯向军

·

本报讯（记者 宋敏）6月 6日，记
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为统一和
规范国家公路路线命名和编号，使标
识更规范醒目，让出行更便捷畅通，该
厅将在全省高速公路范围内，开展国
家高速和省级高速路网命名编号优化
完善工作。

交通标志调整是公路网命名编
号调整的重要内容，此次交通标志
调 整 涉 及 全 省 所 有 高 速 公 路 。 其
中，有 1186 公里省级高速升级为国
家高速，包括：S59 三淅高速调整为
G59 呼 北 高 速 ；S28 长 济 高 速 、
G5512 晋新高速调整为 G3511 菏宝
高速；S32 永登高速、S85 郑卢高速
登封至洛阳段调整为 G1516 盐洛高
速；S86原焦高速调整为 G5512 晋新

高速；G3W 德商高速、S97 济祁高速
调整为 G0321德上高速；S83兰南高
速许昌至平顶山段、S49焦桐高速平
顶山至桐柏段、S38 新阳高速与 S49
焦桐高速共线段调整为 G0421 许广
高速，届时，我省国高网总里程将达
到 4242 公里。随着名称的更改，它
们的标志也将更改。

有 1159 公里省级高速将调整命
名或编号，它们是：S89机西高速调整
为 S25 安罗高速；S26 范辉高速调整
为 S26 台辉高速；S85 郑卢高速洛阳
至卢氏段调整为 S92洛卢高速；固淮
息高速固始至淮滨段命名为S21濮商
高速；固淮息高速淮滨至息县段命名
为 S62 淮内高速；S81 商周高速调整
为 S81 商南高速；S8311 南阳北绕城

高速调整为 S81 商南高速；S85 郑卢
高速郑州至登封段调整为S85郑少高
速；S88 郑西高速调整为 S88 郑栾高
速。

除以上路线（路段）外，还有约
4255 公里路线（路段）虽命名编号不
变，但仍涉及标志调整，调整内容包括
与其他路线（调整的高速公路或干线
公路）关联的标志调整以及自身标志
的优化完善。

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责人提醒，
施工期间司乘人员要密切关注高速公
路沿线及收费站、服务区、停车区等位
置，通过可变情报板、宣传条幅、宣传
页等形式发布的交通标志调整施工信
息，结合手机或车载导航，合理确定出
行路线。③6

我省高速公路交通标志将大面积更新

1186公里省级高速升“G”

对经认定的地区
总部，将给予不
超过1000万元
的一次性奖励

1000
万元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6月 6日，
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为进一步扩大
对外开放，鼓励跨国公司在我省设立
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促进我省利
用外资转型升级。日前，省商务厅会
同省财政厅出台了《关于鼓励跨国公
司设立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的暂行
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根据《规
定》，经认定的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
构，将最高获得不超过1000万元的一
次性奖励支持。

《规定》对跨国公司在我省设立
的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从界定和
认定条件、认定原则、实施部门、认定
程序和材料要求、奖励标准等方面进
行了明确。对经认定的地区总部和
总 部 型 机 构 ，将 分 别 给 予 不 超 过
1000万元和不超过 500万元的一次
性奖励支持，按40%、30%、30%的比
例分3年发放。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规
定》的出台，是对我省促进利用外资
政策体系的补充和完善，将会增强境
内外客商在我省投资的信心，进而促
进我省利用外资工作转型升级和持
续发展，使总部经济成为全省利用外
资的新亮点。

据了解，目前已有129家世界500
强企业及跨国公司落户河南。③8

我省加力发展总部经济
跨国公司在豫设立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

最高可获1000万元和 500万元支持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6 月 8

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围绕
“保护革命文物 传承红色基因”这
一主题，省文物局、洛阳市人民政
府在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举
办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南主
题活动。

活动现场，“抗战前哨、红色枢
纽——八路军驻洛办事处史实陈
列展”“新四军统战工作图片展”

“气壮山河——抗战歌曲唱片（史

料）展”等一系列特色展览集中亮
相，吸引众多群众驻足观看并拍照
留念。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全省
各地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如郑州博物馆携手河南体育场面向
公众讲述了当今最受欢迎的体育项
目足球的前世今生，吸引了众多足球
爱好者参与；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则开
展了钻木取火等一系列研学活动，让
学生体验古人的生活和先民智慧，进

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期间，全省各地组织开展特色主题
活动200余项，300余家博物馆、纪念
馆和文物单位向公众免费开放或优惠
开放。“通过对河南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特别是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成果的集中
展示，进一步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
热情，为全省文物事业发展营造了良
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省文物局
局长田凯说。③9

我省主题活动
精彩纷呈

6月8日，古琴爱好者在夏邑县双序琴院学习弹奏古琴。
该琴院通过向古琴爱好者普及古琴知识，传授演奏技巧，帮助
他们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⑨3 苗育才 摄

03│要闻

青春不散场 梦想正起航

我省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乡镇卫生院中医馆（中医科）建设的通
知》，根据计划，到今年年底全省具备基本医疗功能的乡镇卫生院全
部设置中医科，能够提供中医药基本服务。

年底全省乡镇卫生院将全部设置中医科

6月 8日下午，2019年普通高考落幕。接下来，我省将开始高考
评卷工作。网上成绩查询、志愿填报系统将于6月25日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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