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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 7月 16 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近日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强
调，要牢记初心和使命，贯彻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新发展理念，做
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各族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祖国
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盛夏时节的内蒙古，蓝天白云，水
草丰茂。7月 15日至 16日，习近平在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恒、自治区
人民政府主席布小林陪同下，深入社
区、林场、农村、高校、机关单位，看望慰
问各族干部群众，就经济社会发展、生
态文明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实地指导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15 日上午，习近平从北京飞抵内
蒙古赤峰市，首先来到松山区兴安街道
临潢家园社区考察调研。临潢家园社
区是一个多民族群众聚居的社区，近年
来率先打造“少数民族之家”特色服务
综合体。习近平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询问社区基层党建、民族团结融合
等情况，察看少数民族服饰、用品展示，
同孩子们和社区居民亲切交流。习近
平强调，社区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民
族团结一家亲。要深入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进社区，把社区打造成为各族
群众守望相助的大家庭，积极创造各族
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社区环境。

乌兰牧骑排演大厅内欢声笑语、琴
声悠扬，社区群众在乌兰牧骑队员指导
下载歌载舞。看到总书记来了，大家高
兴地围拢过来，敬献哈达。（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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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主题教育要注意抓“四个到位”

■一是抓思想认识到位，把学习贯
穿始终，不断深化对主题教育重大意义
的认识，深化对党的初心和使命的认识，
深化对党面临的风险考验的认识

■二是抓检视问题到位，深入调查
研究，把问题找到找准，把根源挖深，明
确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

■三是抓整改落实到位，对症下药，
该完善的体制机制要完善起来，该堵塞
的漏洞要堵塞好，该批评的要认真批评，
该处理的要严肃处理

■四是抓组织领导到位，主要领导
同志要带头学习、带头调查研究、带头检
视问题、带头整改落实，发挥表率作用

新华社北京 7月 16日电 在中国文
联、中国作协成立 70周年之际，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表示热烈祝贺，
向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文艺事业是
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
人民的重要战线。新中国成立 70年来，
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
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伟大
实践，创作出一批又一批脍炙人口的优

秀文艺作品，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经典艺
术形象。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
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
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增强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推动我国文艺事业呈
现出良好发展态势，文学、戏剧、电影、电
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
杂技、民间文艺、文艺评论等都取得了丰
硕成果，弘扬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
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作出
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中
国文联、中国作协是党和政府联系文艺
界的桥梁和纽带，在团结引领文艺工作
者、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方面肩负
重要职责。希望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深入
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自觉承担起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认真履行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
理、自律维权的职能，（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樊霞）7 月 16日，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发布调查
结果显示，经国家统计局核准，今年
我省夏粮总产量为749.08亿斤，比上
年增加 26.34亿斤，增长 3.6%。夏粮
播种面积、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均
居全国第一，再创河南夏粮总产量历
史新高。

据了解，今年河南夏粮播种面积
8577.97 万亩，比上年减少 77.19 万
亩 ，减 幅 0.9% 。 夏 粮 平 均 亩 产
436.63公斤，比上年增长 4.5%，比全
国平均增幅高1.0个百分点。小麦总
产量 748.36 亿斤，比上年增加 27.79
亿斤，增长3.9%。

“今年河南夏粮播种面积虽然略
有减少，但优质小麦种植面积增加；
再加上小麦生长期气象有利条件较
多，病虫害发生面积少，为夏粮丰收
打下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河南
调查总队有关负责人说。

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今
年河南夏粮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
0.9%。其中，小麦播种面积 8559.97
万亩，减少 0.6%。全省优质专用小
麦种植面积达到1203.9万亩，较上年
增加363.9万亩，增幅达到43%。

从气象条件来看，总体上今年河
南小麦生长的气象气候条件利大于
弊。尤其夏粮收获期间，全省间歇降
雨，既有利于夏收作物的及时收获，
又有利于夏播作物的播种，是近年来
少有的适宜“三夏”管理的天气条件。

此外，小麦病虫害发生面积小，危
害程度轻。据统计，截至5月上旬，全
省小麦累计发生病虫害面积比上年同
期减少2000多万亩次。今年中央和
省财政共下拨1.5亿元专项资金，重点
支持我省南部36个县（市、区）开展以
赤霉病为主的小麦病虫害统防统治，
今年小麦发生各种病虫害情况为近年
来程度最轻的一年。③5

本报讯（记者 屈芳）7月 16日，省
政府与中国气象局在郑州举行省部合
作联席会议，并签署共建乡村振兴气
象保障示范省合作协议。省委书记王
国生、省长陈润儿、中国气象局局长刘
雅鸣出席。

2009年以来，省政府与中国气象
局先后7次开展省部工作会商，在双方
共同努力下，气象合作的领域不断拓
宽、机制不断健全、项目不断落实，全

省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和服务能力持
续提升，在防汛抗旱、防灾减灾、改善
生态环境、优化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签约仪式上，陈润儿、刘雅鸣代表
双方签署《中国气象局、河南省人民政
府共建乡村振兴气象保障示范省合作
协议》。双方一致认为，此次共建意义
重大，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
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进一
步深化省部合作的重大举措。按照协
议内容，双方将共建“两个中心”：河南
省生态与环境气象中心、河南省突发
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着力实施“五
项工程”：高标准农田气象保障能力提
升工程、精准化气象防灾减灾工程、中
部区域人工影响天气能力提升工程、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工程、河南省

气象防灾减灾中心（郑州国家气象科
技园）工程。河南将以新一轮省部合
作协议为抓手，重点推动支持气象防
灾减灾体系、气象为农服务体系、气象
生态保障体系建设，并进一步加强组
织领导、完善共建机制、加快项目实
施，确保共建任务落到实处，更好发挥
气象在河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
的服务保障作用。

武国定参加有关活动。③6

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

习近平致信祝贺

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强调

牢记初心使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把祖国北部边疆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签署
共建乡村振兴气象保障示范省合作协议

王国生陈润儿刘雅鸣出席

749.08亿斤！
我省夏粮总产量再创新高

□本报记者 李凤虎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公安厅在公
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坚持总
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以大抓基层基础为导向，狠
抓强基层的难事、狠抓打基础的实事、
狠抓管长远的大事，持续提升发现力、
打击力、防控力、处置力、战斗力，奋力
开创河南公安事业新局面，为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治安环境。

“公安工作的重心在基层，难点在
基层，希望和活力也在基层。必须树
牢大抓基层基础的鲜明导向，增强基
层实力、激发基层活力、提升基层战斗
力，推动新时代河南公安工作高质量
发展，努力打造更高水平的平安河
南。”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舒庆说。

提升发现力：
“一村（格）一警”精准预警预防

2019年 3月 21日，部分地方公安
机关社区农村警务建设工作经验交流
会暨公安派出所工作座谈会在郑州召
开，会议充分肯定了河南公安机关坚
持推行“一村（格）一警”工作，提升新
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取得的显著成
效。

2014年 3月，“一村（格）一警”从
兰考县张庄警务室起源。五年来，从
开篇破题，到纵深推进，再到完善提
升，三任省公安厅党委接续奋斗，一张
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河南省
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一村（格）一
警”工作，把“一村（格）一警”纳入经济

社会发展和平安建设总体规划，连续
四年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以前所未
有的高度和力度，持续深化以社区民
警为主体、社区辅警为补充、社区警务
全覆盖的“一村（格）一警”工作，实现
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中原大地落地
生根。

目前，全省建成标准化警务室
7806个、警务工作站 3.9万个，配备社
区民警 9834 名、专职辅警 4.5 万名，

“一村（格）一警”最明显的功效就是发
挥了桥头堡作用。

全省公安机关以智慧公安为支
撑，坚持“脚板+科技”，把专门工作、群
众工作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现代科技有机结合、深度融合，建立

“一村（格）一警”警务智能平台，实现
了“信息精细推送、要素智能采集、任

务精准派单、隐患动态清零、档案自动
生成、考核实时完成”。

“过去，基层公安机关各自为战，
很多信息发挥不了作用。”新密市公安
局局长张继军说，“现在，我们通过警
务智能平台，可以轻松调取所有信息
资源进行分析研判，找准发案特点和
治安规律，有针对性地加强管理防范，
在预测预警预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健全“一村（格）一警”组织体
系、做强社区警务智能平台基础上，全
省公安机关把“一村（格）一警”置于社
会治理体系和公安工作全局中去统筹
谋划，有机融入到社会治理体系，积极
参与到党委政府社会管理工作中。大
力推动党员社区民警兼任村（居）委党
支部副书记、非党员社区民警兼任村
（居）委副主任，充实基层党组织力

量。健全警法联调、警民联调等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把矛盾纠纷化解
在基层，以每个村（格）小平安汇聚社
会平安大格局。

据省公安厅统计，近年来，全省公
安机关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320万
起，2018 年全省治安案件同比下降
10.8%，群体性事件同比下降 36.8%，

“一村（格）一警”发挥了最基础防线作
用，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稳定。

提升打击力：
“雷霆行动”创新打击犯罪新机制

以专业打击应对职业犯罪、以集
群作战打击跨域犯罪、以结构分析突
破集团犯罪、以合成作战攻克新型犯
罪……全省公安机关以“雷霆行动”为

牵引，以打深打透打彻底为主攻方向，
深度创新战法，建立“省厅主导、重点
地区主战、关联地区参战”的打击犯罪
新机制，坚持同类犯罪集群打、有组织
犯罪深化打、新型犯罪攻坚打，统筹推
进各类专项打击行动。

从扫黑除恶、打击网络贩枪、打击
文物犯罪，到打击盗抢骗、扫毒、全网
追逃……2018 年以来，先后发起“雷
霆行动”55次。“雷霆行动”已成为河南
公安机关打击犯罪克敌制胜的法宝。

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今
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打掉涉黑组织
50个、恶势力犯罪集团208个、恶势力
团伙 93个，破案 11447 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 9511 人，查扣涉案资产 112.9
亿元，综合成绩动态保持全国前列。

（下转第五版）

持续提升“五力” 推动河南公安高质量发展

我省1517名规划设计师下乡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写在夏粮丰产丰收之际

这些规划设计师将深入乡村田舍，走访村民农户，研究乡村文化，编制出
符合村庄发展实际、农民发展意愿和乡村振兴要求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形成一
批可学习、可借鉴、可推广的村庄规划典型。

2019年至 2021年，我省计划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1000万人次，其
中，2019年计划开展各类技能培训200万人次。目前已经建成440个技能
人才培养基地，形成了省、市、县三级培训网络。

今年我省将开展技能培训2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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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上午，习近平在赤峰市松山区兴安街道临潢家园社区，同社区居民亲切交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