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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归欣

扛牢政治责任
全力以赴攻坚

踏平千里崎岖路，为脱贫和衷
共济。

省委书记王国生走遍了“三山一
滩”地区；省长陈润儿为贫困群众增
收把脉问诊；省级领导担任14个重
大专项工作的“施工队长”……脱贫
攻坚战打响以来，我省把脱贫攻坚作
为第一民生工程和首要政治任务，上
下同心、众志成城，中原大地的广袤
乡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投入上加力。2013年至2018
年，各级财政投入专项扶贫资金
528.15亿元；2016年至 2018年，贫
困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626亿
元。

在力量上加强。派驻 2.5 万名
驻村第一书记，选派驻村工作队1.72
万个，建立 4.12万个村级脱贫责任
组……目前，全省有 50多万帮扶干
部长年奋战在脱贫一线，涌现出“闺
女书记”秦倩、“老兵支书”张东堂、携
妻驻村的韩宇南等先进典型。

落实精准方略
务求脱贫实效

真脱贫、脱真贫，让脱贫成效经
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围绕这个目
标不动摇，我省坚持把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基本方略贯彻全过程。根据
国家考核结果，2018年我省贫困人
口识别准确率为 99.74%，较 2017
年提高1.13个百分点。

以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难
题为靶向，我省着力打好产业扶贫、
就业创业扶贫、生态扶贫、金融扶贫

“四场硬仗”；开展健康扶贫、教育扶
贫、扶贫助残、易地扶贫搬迁、危房
改造清零、扶贫扶志“六大行动”；实
施交通扶贫、水利扶贫、电网升级和
网络扶贫、环境整治“四项工程”。

目前，全省贫困人口医疗费用实际
报销比例提高到 90%以上，贫困县
小学、初中净入学率基本达到全省
平均水平，建档立卡贫困户等“4类
重点对象”危房改造超过45万户。

在国家对我省 2018 年度脱贫
攻坚工作的考核中，我省建档立卡
贫困户综合满意度为 89.83%，较全
国平均水平高 3.71个百分点；贫困
人口退出准确率达到99.32%。

聚焦难中之难
攻克坚中之坚

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村、特殊
贫困群体，是我省打赢脱贫攻坚战
必须啃下的“硬骨头”。聚焦这些难
点、重点，我省集中发力、实招迭出。

聚焦 4 个深度贫困县和 1235
个深度贫困村，在财政、金融、土地、
科技、人才政策等方面集中支持，开
展经济强市、省直涉农单位、省属高
校结对帮扶和“千企帮千村”行动，
对深度贫困县村结对帮扶全覆盖。

聚焦贫困老年人、重度残疾人、
重病患者等特殊贫困群体，健全完
善低保、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灾害
救助等兜底保障制度，让无业可扶、

无业可就、无力脱贫的特困群体在
脱贫路上不掉队、有人管。

聚焦脱贫任务较重的贫困县，
省级组织经济实力较强的市县开展
结对帮扶；对12个脱贫任务较重的
非贫困县，由所在省辖市组织县
（区）开展结对帮扶。

大胆改革创新
有效破解难题

“过去的土坯房，现在90%以上
都变成楼房了；过去垃圾靠风刮，现
在是‘三无一规范一眼净’；过去人
均收入四五千元，现在人均 18000
多元。”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到
脱贫攻坚带给村里的变化，内乡县
七里坪乡后坪村党支部书记王金贵
这样回答记者。

这是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全省
各地创新探索脱贫之路的生动缩影。

近几年，开拓创新在中原大地遍
地开花。我省形成了产业扶贫“扶贫
车间”、金融扶贫“卢氏模式”、贫困家
庭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上蔡模式”、

“3+3+N”健康扶贫模式、易地扶贫搬
迁“四靠、五有、五个一”模式、宅基地
复垦券制度、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

保险制度、扶贫扶志“爱心超市”等一
批具有河南特色的经验做法，不少工
作走在全国前列，更多贫困群众享受
到了扶贫带来的实惠和红利。

加强统筹协调
实现全面提升

脱贫之后怎么办？“我们坚持责
任、政策、帮扶、监管‘四个不摘’，巩
固脱贫成效、防止返贫。”兰考县委
书记蔡松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按
照“支部连支部，加快奔小康”的帮
扶模式，兰考目前选派了 958名优
秀干部组建454个稳定脱贫奔小康
工作队，与454个行政村结成对子，
持续开展驻村帮扶。

根据脱贫攻坚形势和发展需要，
我省及时把巩固脱贫成果、有效防止
返贫摆上重要日程。上个月初，省
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巩固脱贫成
果有效防止返贫的意见》，明确要求
保持扶贫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为了防止出现工作“死角”“盲
区”，我省坚持统筹推进脱贫攻坚工
作，对脱贫任务重的非贫困县、非贫
困村也给予政策倾斜支持。目前，
全省所有脱贫任务重的非贫困村，
已基本实现帮扶工作队和第一书记
全覆盖，其中第一书记帮扶的1.8万
多个行政村中，非贫困村就有 8608
个。

今年是我省脱贫攻坚三年行动
计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工作成效
如何？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
7月底，今年计划退出的1000个贫困
村脱贫已达标786个；前两季度，贫
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5519.12元，同比增长10.4%。

“按照目前的工作力度、进展程
度，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在省委省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打赢这场具有决
定性意义的年度战役，以优异的成
绩向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史
秉锐表示。③9

9月21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系列主题第十五场新闻发布会上，一组组数字令人震撼：2013

年以来，全省共实现582.4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8315个贫困

村出列、39 个贫困县摘帽，贫困发生率由 2013 年年底的

8.79%下降到2018年年底的1.21%，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去年达到11911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各级各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铆足

干劲、狠抓落实，中原大地展现出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画卷，创

造了前所未有的减贫成效。”省扶贫办主任史秉锐表示。

新闻发布厅

·
本报讯（记者 冯芸）9 月 21日，省

委宣传部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对部机关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行总
结，对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进行安排
部署。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江凌出席会议
并讲话。省委第七巡回指导组到会指导。

会议指出，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省委
宣传部紧紧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
把握总要求、坚持高标准，在理论学习有
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
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等
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进一步锤炼了忠
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进一步激发了

奋勇争先、攻坚克难的斗争精神，学的氛
围、严的氛围、干的氛围更加浓厚。

会议强调，要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为动
力，把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结合
起来，着力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
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学出
坚定的理想信念、宽广的视野站位、真
挚的为民情怀、强烈的创新意识。要
忠诚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持续深化整改，着力在提高
政治能力、强化统筹协调、推动项目运
作、坚持求实求效上下功夫，以整改落
实实际成效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守正创
新。③6

本报讯（记者 冯芸）9 月 19 日下
午，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会议，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
强调要组织好主题教育，保护利用好红
色资源，传承弘扬好革命传统，扎扎实
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为开展好主题教育注入了强大动
力，提供了重要遵循，必将极大地凝聚起
亿万中原儿女牢记初心使命、砥砺前行
的强大正能量。要精心组织安排，迅速
掀起学习贯彻热潮，把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纳入学习教育重要
内容，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切实转化成
推动中原更加出彩的具体实践。要用好
红色资源，创新方法讲好“四个故事”，大
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
精神，让广大党员干部在接受红色教育
中守初心、担使命，把革命先烈为之奋
斗、为之牺牲的伟大事业奋力推向前
进。要对标对表，落实好“四个注重”重
要要求，坚持分类指导，切实减轻基层负
担，做到开门抓教育，认真解决群众最急
最忧最盼的紧迫问题，推动主题教育高
标准高质量开展。③8

省委主题教育办公室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

组织好主题教育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省委宣传部召开部机关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
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守正创新“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系列主题第十五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奋力谱写脱贫攻坚的中原新篇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中原大地庆
丰收，礼赞新中国 70华诞。9月 18日，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中国农
民丰收节河南主会场活动将于 9月 23
日在孟津启幕。

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从2018
年起，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
丰收节。今年我省农民丰收节活动主题
是“中原粮仓展新颜，礼赞华诞贺丰收”，
时间为9月 23日至 10月 7日，总体安排
为“1+4+N”，即 1个主会场活动、4个分
会场活动、N个系列活动。主会场设在洛
阳市孟津县朝阳镇卫坡村古民居，分会
场设在商丘市夏邑县、漯河市临颍县、三
门峡市卢氏县和濮阳市华龙区。N个系
列活动由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以及
省直有关单位结合实际开展。

记者了解到，今年我省的主会场将
开展四大主题活动。一是中国农民丰收
节河南省主会场开幕式暨揭幕仪式，为
雕塑“中国碗”揭幕。该雕塑造型分为
上、中、下三部分，上为圆形的大碗，下为
方形底座，中间一双托举的大手，寓意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
自己手上”；二是举办河南省新型职业农
民技能大赛并为获奖者颁奖；三是丰收
舞台，包括享丰收农民联欢、话丰收脱贫
夜话、庆丰收乡村大戏台等；四是特色文
化旅游，包括农民画牡丹长卷、“津津有
味”主题丰收宴、河洛萌娃果蔬时装秀、

“最美村姑”巡游活动等。③8

河南主会场活动明日在孟津启幕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 通
讯员 沈诚）9月 17日上午，灵
宝市在郑州举行 2019年中国
农民丰收节暨灵宝苹果采摘
季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
获悉，灵宝市 2019 年中国农
民丰收节暨灵宝苹果采摘季，
将于 9月 23日在该市寺河山
苹果小镇启动。

灵宝市地处全国两大苹
果适生区之一的黄土高原东
缘，享有“亚洲第一高山果园”
和“苹果之乡”的美誉。灵宝
苹果色泽鲜艳，香甜可口。该
市苹果种植面积 90 万亩，年
产量 14 亿公斤，已成为农民
致富增收的主导产业。2019
年，“灵宝苹果”品牌价值评估

为186.42亿元，稳居全国县级
苹果品牌第一位。

据了解，灵宝市 2019 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灵宝苹果
采摘季，将从9月 23日持续至
10月 31日。其间，该市将举
办七大项活动，包括“灵宝苹
果之父”李工生塑像揭幕仪
式、农民丰收节研学旅游活
动、全国“小苹果”广场舞大赛
总决赛、大型原创现代蒲剧
《李工生》展演、中国诗歌万里
行走进灵宝“同一首诗吟咏灵
宝苹果”主题创作采风活动、
2019年世界魔方冠军大师邀
请赛暨中国魔方文化旅游节、
CCTV《乡村大世界》走进灵
宝等，内容丰富多彩。③8

“苹果之乡”邀您采摘
9月 19日，在永城市演集镇时庄村，家长带

着孩子在该市农民丰收节活动现场玩耍，感受乡
村新变化。⑨6 孙海峰 摄

9月 20日，许昌市 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开幕式暨文艺演出活动现场，农民用精彩的演出
表达丰收的喜悦。⑨6 牛书培 摄

9月 21日，在 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会场活动
现场洛阳市孟津县朝阳镇卫坡村，各种布展活动正在紧张有序
地进行中。⑨6 郑占波 摄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李新安）9 月 16日至 19日，
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
罗正富为组长的全国政协专题调研组，
围绕“基督教人才培养”在我省开展调
研。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驻会
副主任、分党组副书记杨小波，全国政
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罗黎明、李
光富参加调研。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
陪同调研。

调研组先后到洛阳洛宁县、洛龙
区、瀍河回族区和郑州新郑市、二七区
等地，深入宗教事务管理机构、宗教团
体、宗教活动场所调研，与宗教工作干

部、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交流，并分别
召开省市座谈会听取情况介绍。

调研组对我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
宗教政策、加强宗教人才培养的成效给
予肯定。调研组指出，加强宗教人才培
养，已经成为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
一个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
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关于宗教工
作决策部署，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
向，牢牢把握宗教人才培养的主动权、
主导权，加强爱国宗教团体和宗教院校
建设，推动解决宗教领域重点难点问
题，促进宗教工作深入有序开展。③3

全国政协“基督教人才培养”
专题调研组在豫调研

活动主题
“中原粮仓展新颜，礼赞华诞贺丰收”

时间:9月23日至10月7日

总体安排为“1+4+N”
1个主会场活动、4个分会场
活动、N个系列活动

主会场设在洛阳市孟津县
朝阳镇卫坡村古民居，分会场设
在商丘市夏邑县、漯河市临颍
县、三门峡市卢氏县和濮阳市华
龙区。N个系列活动由各省辖
市、省直管县（市）以及省直有关
单位结合实际开展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杨凌）9 月
21日上午，“嵩山论坛——华夏文明与
世界文明对话”2019年会，在中岳嵩山
脚下的登封市开幕。90余位海内外文
化学者、海外华文媒体大咖、新经济专
家，围绕“文明对话与人类未来”主题，
将展开为期两天的思想交流与碰撞。

嵩山论坛 2019年会由中国国际文
化交流中心、中国文物学会、北京大学
高等人文研究院、河南省华夏历史文明
传承创新基金会主办，嵩山论坛秘书

处、河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杭州一
带一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办。

据介绍，嵩山论坛2019年会分文化
论坛、海外华文媒体论坛、经济论坛三部
分。嵩山论坛自2012年以来已成功举办
七届。7年来，共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7位专家学者，及国内335位专家学者
开展学术交流，收集学术论文310余篇，
出版论文集6部、专著1部，取得了丰硕的
学术成果，已经在世界社科界具有较高的
知名度和一定的影响力。③8

嵩山论坛2019年会开幕

本报讯（记者 刘勰）9 月 21日，记
者了解到，省纪委监委对全省纪检监察
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河南重要讲话精神进行安排部署，采取
六项措施，确保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
到实处。

强化政治监督。加强对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情况的监督检
查，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大力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肃查处诬告陷
害行为，贯彻落实好坚持新发展理念、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要求。

强化对基层权力的有效监督。认
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
例》，推动监察职能向乡镇（街道）、村居
延伸，推动市县巡察向村居延伸，充分
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作用，贯彻落实好
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要求。

强化生态保护监督执纪问责。用
好问责利器，强化责任追究，对不作为、
慢作为、乱作为等失职失责问题和职务
违法犯罪问题，既追究当事人责任，又
追究有关领导责任，贯彻落实好高度重
视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要求。

持续深入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
风问题。扎实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专项治理决战年行动，坚决查

处涉黑腐败和“保护伞”，抓好整治漠
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切实解决好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贯彻落实好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
要要求。

强化对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
情况的监督检查。时刻绷紧维护意识
形态安全这根弦，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
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唱响主
旋律，弘扬正能量，讲好新时代河南全
面从严治党故事，贯彻落实好推动文化
繁荣兴盛的重要要求。

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在持续
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在上下联动抓
好问题整改落实上下功夫，贯彻落实好
践行主题无止境、理论学习长期抓、检
视和解决问题常态化的重要要求。

省纪委监委要求，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要围绕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精神进行学习研讨，机关各支部要
对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
入一线调研、拿出具体措施，推动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往实里走、往深里走、往心里
走。②28

省纪委监委采取六项措施

确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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