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关键时期，“船到中流浪更急、
人到半山路更陡”，更需我们党“刀刃
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自我革
命任重而道远，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
歇的想法。”“自成立以来，我们党不断
地进行这样的自我革命，今天我们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
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党的自我革
命。这样的党内集中教育今后还经常
地进行。”

“它就是一种清扫整理，就像我们
每个人日常生活一样。”总书记很形象
地打个比喻，“我们每天都要刷牙洗脸，
打扫卫生，洗盘洗碗洗衣服，党的建设
也要做这些事情。灰尘多了，就要吸吸
尘；牙齿不洁净，就要刷刷牙；身体不健
康了，就要治治病。有什么问题就解决
什么问题，缺什么就要补什么，有的放
矢，实事求是，不讳病、不忌医。”

从只有 50多位党员到 9000多万
党员，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
世界最大的执政党，在风云变幻的百
年史册上铸就了不朽传奇。历史如灯
塔，指引人们前行。这些年，到西柏坡
重走“进京赶考”之路，率中央政治局
常委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
重温入党誓词，到江西赣州革命老区
追寻中央红军长征的足迹……习近平
总书记一直在深入思索：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够一次次绝境重生？为什么
能够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和支持？为什
么能够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因为我们是
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是
一个立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党，是一个为了人民和
民族的利益而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
党”，“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
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
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怎么才能破解“学归学
做归做”？

“共产党人要么不说，说了就要做
到。”这是铮铮誓言，也是底气和实
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再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每

一次集中性党内教育，抓落实都是关
键。这次主题教育也不例外。

在5月 31日召开的“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要奔着问题去，要把“改”
字贯穿始终，立查立改、即知即改。

“不能学归学、说归说、做归做”，
这句话，他在此次内蒙古调研指导期
间多次予以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在知行合
一，要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能否知行
合一，折射的是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
思想作风和政绩观；知行脱节，背后必
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祟。这次主
题教育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
为专项整治的重点内容。

在自然资源厅，习近平总书记一
席话振聋发聩：“形式主义害死人！现
在，有的同志学习做样子、走过场，搞
虚把式，有的甚至从网上购买现成的
手抄本、学习日记，拿来后一复印就成
了自己的心得。”“学习不能搞形式主
义，不能急于求成，每次都有一些新进
步，每次都有一些心得体会，每次都有
一些领悟，日积月累，效果就出来了，
领悟就越来越深。”

“要实实在在，不要忽悠作假；要
学以致用，不要学用脱节。要落实到
具体工作中，落实到解决党内存在的
突出问题和人民群众身边的实际问题
上。一次能解决几件，也很好。不能
企望通过一两次教育活动，就可以宣
布大功告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
须努力’，这句话是永远的进行时。”

处理好知和行、说和做、理论和实
践的关系，贯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
的全部历程。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
写于上世纪30年代，副标题就是“论认
识 和 实 践 的 关 系 —— 知 和 行 的 关
系”。这篇伟大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革命实践运用
的深刻总结，至今仍是我们认识问题、
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释“说”和

“做”的辩证关系，提出了许多广为传
颂的金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大
道至简，实干为要”；“要做起而行之的
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

如何做到知行合一？首先在知、在
悟。在自然资源厅，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内蒙古是个聚宝盆，集大草原、大森
林、大沙漠、大矿产于一体，资源丰富多
样，很多资源储量位居全国前列。同
时，内蒙古又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
全屏障。内蒙古要结合实际，加强学
习，加深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领
悟，加深对党中央对内蒙古战略定位的
领悟，加深对自身职责的领悟。

做到知行合一，就要真刀真枪解
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展主
题教育，要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效作
为衡量标准，即知即改、立行立改，不
能拖延，不能虚与应付。针对内蒙古
提出重点整治 12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就要真刀真
枪、动真碰硬，就要盯住不放、一抓到
底，不能装样子、打太极，防止表面整
改、虚假整改、纸上整改。”

有没有把人民放在心里？

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
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
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始
终紧扣“人民”二字。习近平总书记在
听取自治区工作汇报时强调，“牢记初
心和使命，必须坚持一心为民。”

追寻总书记这些年考察调研的足
迹，从塞北高原到乌蒙山区，从秦岭腹
地到湘西大山，从南疆绿洲到林海雪
原，从城市社区到革命老区，他走遍了
全国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深入了
许许多多贫困家庭。每到一个地方，
他都进村入户，访贫问苦，看看群众锅
里煮的，摸摸床上盖的，嘘寒问暖，体
贴入微。面对基层群众，他总是谦逊
地说：“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内蒙古之行，群众生产生活依然
是总书记心中最大的牵挂。

在社区，他仔细了解群众办事方便
不方便、生活设施健全不健全、文化娱乐
有没有；在林场，他和护林员聊工资收
入、孩子就业、住房改善情况；在乡村，他
深入农户家，看锅炉改造、厕所革命、污
水和垃圾处置，看群众实际生活条件怎
么样……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在总书记心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

15日，赤峰林场深处一户农家院，
习近平总书记同当地基层干部群众代
表座谈。来自四邻八乡的干部群众争
相给总书记讲新面貌、新变化，习近平

总书记听了十分欣慰，还不断追问，乡
亲们还有什么困难？村里还有多少贫
困户？什么时候能脱贫？

16日，在自治区工作汇报会上，自
治区主要负责同志提到“内蒙古计划今
年减贫14万人以上，20个国贫旗县全部
退出贫困序列”，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地
问，自治区的国家级贫困旗县还剩下几
个？采取哪些措施确保如期脱贫摘帽？

距离实现全面小康的任务目标，还
有500多天。目前，全国脱贫攻坚任务
还相当艰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是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庄严承诺。共
产党说到就要做到，也一定能够做到。
总书记放眼长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指日可待。我们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
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把城乡困难群众纳入低保，这是
中国几千年来没有做到的事情。但是
也要看到，‘两不愁三保障’解决了，水
平还是比较低的，而且城乡区域发展不
平衡问题还比较突出。逆水行舟，不进
则退啊！我们要继续往前走，不断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归根结底是为了造福人民。总
书记指出：“要认真梳理梳理，看看我
们有没有忘了党的初心和使命，有没
有私心和杂念，有没有背离党的性质
宗旨。”针对内蒙古“开门纳谏”，通过
媒体“整改进行时”向社会公布主题教
育进展，让群众评议。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也是
党执政最深厚的根基。正是从这个意
义上讲，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党员、干
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
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各级领
导干部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
放在心上，时刻把群众的困难和诉求
记在心里，努力办好各项民生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开展主
题教育活动，说一千道一万，可以概括
为一句话，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
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做好了这件事，中国共产党就
能长期执政，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中国
人民就能不断地迈向更好生活，中华
民族就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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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秋季招生工作全面启动国家开放大学（河南）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国家开放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在广播电视大
学基础上组建而成的，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
主要面向成人开展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学校。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系国家开放大学河南分
部，是一所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多种媒体优
质教育资源，实施本、专科学历教育的公办本科
院校。学校拥有优化的网络环境、先进的技术设
施、功能完备的学习平台、丰富优质的学习资源
和完整的学习支持服务体系及质量保障体系；同
时拥有一支素质优良的教学、管理、技术和服务
队伍，形成以省电大为中心，22所市级电大为主
干、110所县级电大（学习中心）为支撑，覆盖全省
城乡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办学系统。

知识改变生活，学习完美人生。河南广播电
视大学将不断满足社会各类成员多样化、个性化
的学习需求，努力实现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
可学的目标，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
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招生专业
1.本科（专科起点）专业23个
金融学、法学、社会工作、学前教育、小学教

育、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师范方向）、英语、
广告学、数学与应用数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水利水电工
程、护理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
理、行政管理、物流管理。

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本科（专科起
点）专业：

园艺、农村区域发展。
2.专科专业46个
园艺技术（都市园艺方向）、建筑工程技术、

建设工程管理、工程造价、物业管理、水利水电工
程管理、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道路桥梁工

程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管理、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络管理方向）、计算
机信息管理、护理、金融管理、保险、投资理财、会
计、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市场营销（营销与
策划方向）、市场营销（市场开发与营销方向）、
汽车营销与服务、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旅游管
理、酒店管理、广告设计与制作、学前教育、小学
教育、法律事务、社会工作、行政管理、老年服务
与管理、汉语言文学、英语（师资培养方向）、英语
（经济贸易方向）、英语（国际旅游方向）。

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专科专业：
设施农业与装备、园艺技术、农业经济管理、园

林技术、畜牧兽医、食品加工技术、工商企业管理
（乡镇企业管理方向）、行政管理（村镇管理方向）。

二、招生对象及报名
1.本科专业（专科起点）
（1）具有国民教育系列相同或相近专业高等

专科及以上学历者。
（2）本科护理学专业招生对象仅限于护理学

专科毕业、持有护士执业资格证书的在职在岗卫
生技术人员。

2.专科专业
（1）具有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工学校、中

等专业学校及以上学历者。
（2）专科护理专业招生对象仅限于中等专业

学校毕业、专业对口并持有护士执业资格证书的
在职在岗卫生技术人员。

3.报名
学员可持身份证及以上学历要求材料到电

大教学点就近报名。各市、县电大招生专业、报
名时间等具体事宜请向当地电大咨询。

三、学习方式
学生须参加在线学习或面授学习，完成课程

作业，参加课程考试。学生主要利用文字教材、
录音录像教材、微课程和网络课程等多种媒体资
源和国家开放大学、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习网进
行学习。学生可通过登录学习网点播和查看网
上教学资源在线学习，利用论坛、网上直播和视
频系统等网络交互手段与同学、教师进行学习交
流，也可以到市、县电大参加集中面授学习或参
加小组学习。

四、收费标准
学费按学分收取，其中本科（专升本）71学

分，每学分 80元；专科：76学分，每学分 40元。
考试费按每科20元收取。

五、毕业及颁证
学生学籍自注册入学起八年内有效，本科

（专科起点）、专科专业最短学习年限均为两年
半。国家开放大学实行学分制。学生在学籍有
效期内取得规定的毕业所需学分、思想品德鉴
定符合要求，准予毕业并颁发国家开放大学毕
业证书。毕业证书可在教育部学历证书查询网
站 ——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学 生 信 息 网（http://
www.chsi.com.cn）查询。本科（专科起点）学
生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申请国家开放大学学位。

网址：http://www.open.ha.cn （河南广
播电视大学唯一官方网站）

招生监督电话：0371-58525611

六、招生报名联系方式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市级电大（直管县电大）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

开封广播电视大学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

平顶山广播电视大学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

焦作广播电视大学

安阳广播电视大学

濮阳广播电视大学

鹤壁广播电视大学

三门峡广播电视大学

许昌广播电视大学

漯河广播电视大学

商丘广播电视大学

周口广播电视大学

驻马店广播电视大学

信阳广播电视大学

南阳广播电视大学

济源广播电视大学

河南省直广播电视大学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广播电视大学

郑州铁路局广播电视大学

中原油田广播电视大学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学

院学习中心

项城市广播电视大学

潢川县广播电视大学

夏邑县广播电视大学

招生咨询电话

0371-67631001

0371-23975105

0379-63232233

0375-7662376

0373-3045743

0391-2985260

0372-3395589

0393-4414284

0392-3333268

0398-2183557

0374-3189009

0395-2133153

0370-3953666

0394-7889837

0396-2869939

0376-6332207

0377-63107603

0391-6631280

0371-65954862

0371-23981966

0371-68324261

0393-4848194

0371-69127477

0394-4202686

0376-3923166

0370-6272458

所辖县级电大（学习中心）分布

登封市、中牟县、上街区、荥阳市、新密市、

巩义市、新郑市

尉氏县、文华学习中心、兰考县、通许县、杞

县

偃师市、孟津县、伊川县、西工区、宜阳县、

洛宁县、栾川县、新安县、嵩县、汝阳县、吉

利区

宝丰县、叶县、鲁山县、汝州市、舞钢市、郏

县

新乡县、辉县市、原阳县、获嘉县、长垣县、

卫辉市、延津县、封丘县

修武县、博爱县、武陟县、孟州市、沁阳市、

温县

滑县、汤阴县、林州市、内黄县

南乐县、清丰县、台前县、范县、濮阳县

浚县、淇县、鹤山区学习中心

继续教育学习中心、灵宝市、卢氏县、渑池

县、陕县、义马市

禹州市、长葛市、鄢陵县、襄城县

食品职业学院、舞阳县、临颍县

虞城县、永城市、宁陵县、梁园区、睢县、民

权县、柘城县

郸城县、太康县、沈丘县、川汇区、鹿邑县、

商水县、扶沟县、西华县

正阳县、泌阳县、西平县

罗山县、光山县、淮滨县、息县、固始县、信

阳航空服务学校学习中心

方城县、新野县、内乡县、邓州市、淅川县、

唐河县、社旗县、西峡县、南召县、桐柏县

直属分校、中山教学部、总工会干部学校、

绿城学习中心、郑州经济专修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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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近日，中
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开展专项整治的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正视
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真刀真
枪解决问题，切实抓好主题教育列出的
8个方面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

通知指出，这次主题教育专项整治
8个方面突出问题，是党中央结合当前
正在做的事情，聚焦解决党内存在的突
出问题作出的重要部署，是确保主题教
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举措。各地区各部
门各单位要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
度，抓好专项整治工作。

通知强调，第一批单位首先要抓好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
等5个方面问题的专项整治，同时针对
市县两级注意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等3个
方面问题，逐项细化问题清单，从自身
找原因、抓整改；第二批单位要先动起
来，能改的抓紧改。

通知提出，整治对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的问题。
对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自查自纠，逐条
梳理，建立台账。重点看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的要求有没有落实、
问题有没有解决、现状有没有改变。
对已经落实的，要抓好巩固提高；对
尚未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要一一查
明原因，明确时限要求和工作措施；
对存在不扎实、不落实问题的，要区
别情况予以问责。整治情况要形成
专项报告。整治不担当不作为的问
题。紧紧围绕做好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
工作，推进三大攻坚战，特别是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破解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难题、解决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卡
脖子”问题、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紧
迫问题，紧紧围绕本地区本部门本单
位中心任务，聚焦工作思路措施不
当、指导推动不力，不敢面对问题、触
及矛盾，工作长期没有实质性进展、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
决等问题，深查细纠精神不振、不担当
不作为的具体表现，一项一项进行整
治。整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突
出问题。聚焦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
品礼金、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等问
题，聚焦领导干部违规参加各类研讨

会、论坛等问题，抓好整治。根据中央
要求和工作实际，健全制度规范。整
治层层加重基层负担的问题。按照

“基层减负年”的工作要求，把力戒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主题教育重要
内容，聚焦层层发文、层层开会、督查
检查考核过多过频等问题，一件一件
抓实整改。中央和国家机关要带头开
展形式主义问题大排查。全面清理规
范“一票否决”和签订责任状事项。整
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规
经商办企业的问题。省区市要按照中
央有关政策进行规范、整治，在中央单
位抓紧开展试点，推动领导干部廉洁
从政、秉公用权。

通知要求，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问
题。聚焦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聚
焦教育医疗、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
等民生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聚焦发
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微腐败”
问题，聚焦统计造假问题，进行集中治
理。整治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问
题。以农村为重点，以县为单位，对软
弱涣散村党组织进行集中排查，不设比
例、应整尽整，“一村一策”制定整顿措
施。对街道社区、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
等其他领域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要逐
个排查摸底，找准突出问题，精准施策，
抓好集中整治。继续抓好排查解决农
村发展党员违规违纪问题试点工作。
整治对黄赌毒和黑恶势力听之任之甚
至充当保护伞的问题。将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
合起来，推进“打伞破网”，使人民群众
安全感、满意度明显提升。

通知指出，要加强对专项整治工
作的组织领导和督促指导，把专项整
治与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
衔接起来，贯通于两批主题教育，加
强上下互动和部门联动。要实行项
目化推进，找准每个专项整治的切入
点，确定目标任务，明确责任主体、进
度时限和工作措施，逐条逐项推进落
实。对在主题教育期间能够解决的
问题，要立查立改、即知即改；对一时
解决不了的，要制定阶段目标，盯住
不放，持续整治，做到问题不解决不
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群众不认
可不罢休。适时对专项整治情况进
行“回头看”。中央指导组要加强跟
踪指导，防止专项整治虎头蛇尾、敷
衍塞责，不能在整治中产生新的突出
问题。各地区各行业系统要结合实
际，在 8个方面专项整治之外，有针
对性地整治需要整治的突出问题。

按照《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关于开展全省新闻记者证清理工作的通知》要
求，现将以下人员记者证予以注销，名单如下：

特此公示
河南日报

2019年7月 15日

注销公示

王天定 B41000155000014
王俊本 B41000155000044
陈伊娜 B41000155000097
王国庆 B41000155000168
谢 宏 B41000155000028
郭信周 B41000155000038

雷路展 B41000155000047
刘新平 B41000155000088
王继周 B41000155000136
程 梁 B41000155000158
张新霞 B41000155000159
史家轩 B41000155000163

姓 名 记者证号 姓 名 记者证号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对开展专项整治作出部署安排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

7月 15日，参加再走长征路记者团
的记者在位于重庆市綦江区石壕镇的当
年中央红军走过的长征路上进行体验式
采访，体会长征的不易。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