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8月16日
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的重要文章《在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
关键阶段，各地区各部门务必高度重
视，统一思想，抓好落实，一鼓作气，顽
强作战，越战越勇，着力解决“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扎实做好今明两年脱

贫攻坚工作，为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
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文章指出，总的看，脱贫攻坚成效
是明显的：一是脱贫摘帽有序推进；二
是“两不愁”总体实现；三是易地扶贫
搬迁建设任务即将完成；四是党在农
村的执政基础更加巩固。在肯定成绩
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全面打赢脱贫
攻坚战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第一类是

直接影响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实现的问
题；第二类是工作中需要进一步改进
的问题；第三类是需要长期逐步解决的
问题。

文章指出，到 2020年稳定实现农
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贫困人口
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系
攻坚战质量。总的看，“两不愁”基本解
决了，“三保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要摸清底数，聚焦突出问题，明确时间
表、路线图，加大工作力度，拿出过硬举
措和办法，确保如期完成任务。

文章指出，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
关键阶段，打法要同初期的全面部署、中
期的全面推进有所区别，最要紧的是防
止松懈、防止滑坡。一要强化责任落实；
二要攻克坚中之坚；三要认真整改问题；
四要提高脱贫质量；五要稳定脱贫攻坚
政策；六要切实改进作风。

□刘婵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努力办

好每一个案件的法官李庆军；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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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审计员刘岩松……最

近一段时间，经本报报道的

几位“出彩河南人”的先进

事迹，感染了无数心灵，也给人们留

下深深的思考。

他 们的岗位如此平凡，却能

书写不凡的人生华章，答案就在

于如何诠释“平凡”二字。没有豪

言壮语，也没有惊天之举，几十年

如一日，专注干好本职工作，他们

对初心与使命的坚守、践行，具体

而微、生动可感，充分说明了平凡

之中蕴藏着巨大力量，越是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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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牢记使命”很难，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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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崇大、轻利而重义。“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也不难，只要

脚踏实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

行、精一行，真实而有力，积少而

成多，那不凡的高光时刻就会到

来。1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

境，结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省政府决

定从8月至 10月底，在全省深入开展“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迎大庆”

行动。从即日起，本报开设专栏，对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整改落实重大

隐患、查处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情况的经验做法进行报道，普及宣传相

关常识，提升社会公众安全意识和素养。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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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15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
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机构编制资源是重要政
治资源、执政资源，机构编制工作是党的
重要工作。《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党对机
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新时代

机构编制工作的基本遵循。
通知强调，《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对

于落实党管机构编制原则，推进机构编
制法定化，提升机构编制工作水平，巩固
党治国理政的组织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
组）要充分认识做好机构编制工作的重
要性，落实主体责任，采取有力措施，完
善配套制度，确保《条例》落到实处。要

抓好《条例》宣传解读和学习培训，组织
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条例》，深刻领
会《条例》精神，准确掌握《条例》内容。
要加强监督检查，对违反《条例》规定的
严肃问责追责。中央组织部、中央机构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
统筹协调、督促指导，推动《条例》有效实
施。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条例》中的重
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本报讯（记者 谭勇）经过三个月集
中行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坚
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发生，事故起数、死亡
人数和较大事故明显下降；全省安全风
险隐患排查实现全覆盖，较大风险得到
有效管控，事故隐患得到全面整改，依法
查封一批、停产一批、关闭一批、处罚一
批、曝光一批违法违规企业；全省安全生
产责任体系建设全面加强，企业主体责
任、部门监管责任、党政领导责任得到有
效落实。8月 15日，记者从省安委会了
解到，这是我省“防风险、除隐患、保平
安、迎大庆”行动确定的工作目标。

该行动聚焦生产安全、度汛安全、
消防安全、城市安全、食品安全等 5个
重点领域，按照主题教育“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坚持
企业自查自改、专家服务指导、政府部
门检查相结合，全面排查、重点整治、
严格执法相结合，全面辨识风险、管控
风险，全面排查隐患、消除隐患，全面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党
政领导责任，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的
社会环境。

具体而言，生产安全专项行动主要
针对危险化学品、煤矿、非煤矿山、建筑
施工、交通运输、工贸和旅游景区（场所）
等 7大领域开展；度汛安全专项行动主
要针对河道度汛安全、水库度汛安全、尾
矿库度汛安全、地质灾害防范、城镇防洪

排涝、南水北调工程防汛和铁路交通防
汛等 7大领域开展；消防安全专项行动
主要针对公共消防安全领域和森林防
火领域开展；城市安全专项行动重点强
化城市安全风险管控、深化城市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加强城市基础安全设施建
设和管理；食品药品安全专项行动主要
针对食品安全领域、药品安全领域开
展。其他行业领域也将结合实际，开展

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防控整改措施。
省安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行

动将对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园区、每一
个企业、每一个场所、每一个岗位全面
排查，不留空白、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实现全覆盖、零容忍。凡是对彻底整改
行动期间企业自查、专家会诊发现的隐
患和问题的，不予处罚；凡是对发现的
隐患和问题逾期未改、应改未改的，依
法采取处罚、查封、停产、关闭、曝光、失
信惩戒等措施，督促整改、跟踪销号。
对重大隐患整改不力的将通报、约谈直
至问责。

记者了解到，《河南省深入开展“防
风险除隐患保平安迎大庆”行动方案》
日前已经印发，11家省安委会成员单
位集中办公，形成了统筹协调组、危化
安全工作组、非煤安全工作组、工贸安
全工作组、建筑安全工作组、交通运输
安全工作组、文化和旅游安全工作组、
煤炭安全工作组、消防安全工作组、宣
传报道组等 11个工作组，强力推进该
行动深入开展。③4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8月 15日上午，艳阳高照，魏凤梅走进地里，查
看一株株比她还高的玉米。“前几天虽然一直下雨，
玉米已在灌浆，影响不大。”魏凤梅对记者说，最近接
到不少老乡电话，都是咨询玉米问题。

正说着，又来一通电话：“魏老师，俺收的玉米为
啥是‘花脸’？”问清楚情况后，她在电话里向对方解
惑。像这样的咨询电话，她每天要接听几十个。

魏凤梅，今年 56岁，是滑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副主任，从事农技服务 30多年。该中心还有 42名
和她一样常年“泡”在地里的农技人员，这支队伍被
称为滑县的农技“智囊团”。从2005年起，滑县开始
在 21个乡镇推行农业科技入户。全体技术员下到
田间地头，手把手为农户做技术示范和指导，有时候
每人一天能跑三四个村。

几十年田间地头来回跑的魏凤梅，说话干脆，行
动利落，农业技术在县里数一数二。今年春天气候
波动较大，导致老庙乡大章村个别农户的麦苗叶片
出现“干尖”。农民急吼吼打电话把魏凤梅喊去，让
她实地检查指导后才放心。小麦成熟，她收到农户
发来的喜讯：“今年我打了 1400 斤，别家的才打
1100斤，邻居都夸我的麦子长得饱。”

“原来由于条件有限，俺下乡只能坐公交车、搭乘
摩托车或拖拉机。下了车，离田里还有七八里地。”该
中心经济作物站站长尚鸿雁回忆，那时下乡一天补贴
是2.4元，后来补贴提高到15元。年复一年，这些农
技员脸上都晒得黑红，脚上满是磨出来的泡。

精湛的技术在这苦中“炼”成。为掌握第一手资
料，他们跑遍全县每寸土地；为确保农民掌握新技
术，他们挨家挨户宣传培训；组织各村年轻能干的人
作为示范户、联络员，集中进行新品种、新技术宣传
推广，培养出一大批种粮大户和科技能人。

多年来，他们建立高产攻关田、吨半粮田示范区
和高产高效示范方，加快农业科技的推广步伐；每逢
紧要农时季节或者有自然灾害，他们轮流在广播和
电视里为大家直播农业防治知识；2012年，农作物
苗情数字化远程监控系统在示范基地投入使用，农
技员坐在电脑前就可以随时掌握农作物的生长动态
及生长环境；去年，他们又在全县推广“农管家”平
台，让农民足不出户享受农技专家的服务。

农技员被称为“农业医生”，越老越吃香。这43
名技术员，平均年龄在 50岁，都是科班毕业的大学
生。在滑县人眼里，他们像“宝贝疙瘩”一样。“大专
家讲的东西太‘理论’，他们讲的东西接地气，对老百
姓最实用。”

“庄稼就是老百姓的心头肉，有啥问题，顶风冒雨
都要给人家看看！我从2004年用上手机，到现在15
年了，号码从没换过。”魏凤梅咧嘴一笑，“滑县农业技
术推广体系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但也面临着人才
断层的困境。希望更多年轻人投身农业，从我们手中
接过接力棒，当好老百姓的‘田保姆’。”③4

本报讯（记者 何可 通讯员 孙新
宇）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互联网火炬传递于 5月 8日启动，
到8月15日已传递100天。据统计，互
联网火炬传递火炬手已达164万人次，
访问量突破842万人次。

互联网火炬传递旨在动员更多人
通过互联网同步参与火炬传递，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火种采集仪式于 5月

8日在登封观星台成功举行后，互联网
火炬传递以河南为起点，在全国各地
依次传递。各地的网友都可以通过本
届运动会官网、微信小程序“民族运动
会火炬传递”和H5页面三种渠道参与
其中。据统计，全国热度排行前三名
的省（市、自治区）分别是河南、云南和
江西。

据了解，执委会将对参与者颁发
“互联网传递火炬手”电子版荣誉证书，

并对积分排在前1000名的个人颁发优
秀（互联网）火炬手证书。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火炬传
递活动包括火种采集仪式、互联网传
递、城市实地传递和点燃主火炬四个部
分。其中，5月8日至9月 8日为互联网
火炬传递，城市火炬传递接力活动将于
9月 7日在郑州市郑东新区、二七区、中
原区展开，并在 9月 8日开幕式上点燃
主火炬塔。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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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巴西总统互致贺电

8 月 15 日，郑
州市西三环与农业
快速路交会处的雕
塑公园满眼翠绿，
美丽动人。该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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