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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访谈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晒整改落实 请群众监督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何可）10月 29
日，记者从郑州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获
悉，在第二批主题教育中，郑州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
精神，牢记总书记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办好群众所急、所需、所盼的民生实事的殷
切嘱托，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检视问题，切
实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推动主题教育深入开展。

城市环境问题是制约郑州高质量发展
的突出问题。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郑州市
委勇于正视问题，不怕揭短亮丑，结合举办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把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作为推进主题教育高
质量开局的重要抓手，通过“微手术”“微整
改”，扎实开展城市环境序化、洁化、绿化、
亮化工作。严查各类车辆交通违法行为，
科学施划停车区域，排查整改交通标线、指
示标志等设施4689处，提升200多处重要
路口，交通秩序明显改观；在115条重点道
路、重要商圈等区域打造微景观358处，碧
沙岗公园、紫荆山公园、人民公园等“拆墙
透绿”，城市品质不断提升；提高城区环境
保洁的频次和力度，整治沿街建筑立面
499处 4.3万平方米，拆除各类违法违规广
告牌 40处，完成郑东新区CBD、二七纪念
塔、中原福塔等重点区域亮化提升，城市形
象持续改善。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郑州市委在主题
教育中坚持开门搞教育，通过召开征求意见
座谈会、个别访谈、下基层调研等形式，面对
面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全市县级以上领导
班子采取自己查、上级点、集体议、同级找、
群众提等方式，查摆检视问题822个，收集
意见建议29420条，确定调研课题579个，
为问题整改提供精准靶向。针对市民办事
不便问题，实施政务服务办事无休日制度，
在双休日开放办事大厅，延伸便民服务；教
育领域着手开展中小学午餐配送、课后延时
服务，实施“美好教育”建设；医疗领域全力
推动“就医一卡通、医保线上行”，实现诊疗
信息、结算信息实时共享，方便群众就医看
病……一个个实打实的为民举措，让群众切
实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新变化。③9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10 月 30日，
记者从洛阳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获
悉，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洛阳市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调研河南时“四个注重”要求，着力解决
群众的难心事、烦心事，扩大群众对整改
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评判权，以主题
教育实效取信于民。

“要改什么”让群众知晓。洛阳各级
领导干部以党章党规、中央和省委决策
部署为标尺，查找问题和差距，充分听取
工作服务对象、基层党员干部对领导班
子、领导干部的意见和建议。对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教育医疗、环境保
护、食品药品安全等民生领域侵害群众
利益等突出问题，明确责任单位、公布举
报邮箱和举报电话，及时快速受理群众
反映问题。

“改的过程”让群众参与。政协委
员、专家学者代表组成视察团，对伊河、
洛河、中州渠、铁路防洪渠等 11个点位
治理工程建设、河道整治、生态保护等情
况进行实地察看，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后，
洛阳市立即组织学习贯彻，切实抓好“四
河三渠”综合治理工作。

“改的成效”让群众检验。洛阳市深
入实施“旧账清零”“解民忧、纾民困、暖
民心”“让群众更满意”三大行动，将群众
满不满意作为评价整改成效的重要标
准。伊川县针对 S238线彭婆段车流量
激增、交通事故多发等问题，采取过往货
车分流、路段全面提升、严格监管执法、
加快路网建设等措施，为民解忧纾困。

据悉，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洛阳市实
施“三大行动”推动2174个具体问题整改
落实，目前已解决980项，其他问题建立
台账逐一解决。洛阳市委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洛阳市纪委监委在新闻网站发布主
题教育专项整治内容，获得了群众的点赞
好评：“党委政府把问题实打实地公开出
来，让我们看到了改正问题的诚意。”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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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10 月
30日，根据统一安排，副省长刘伟
深入主题教育联系点汝阳县，调研
该县主题教育开展情况，宣讲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
重要讲话精神。

调研期间，刘伟先后深入洛阳
中联水泥有限公司了解企业产业
技术改造升级及带贫情况，到付店
镇松门村和牌路村了解易地扶贫
搬迁和旅游扶贫情况，到金堆城钼

业汝阳公司调研绿色矿山建设和
产业升级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刘伟
强调，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是当前全党上下的一项重要
政治任务。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决策部署，既要注重“规定动
作”，又要结合实际做好“自选动作”，
聚焦脱贫攻坚等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着
力抓好问题整改和专项整治，高质量
推进主题教育和脱贫攻坚。③5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刘红
涛 曾鸣）10月 30日，第二届全国
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在洛阳举
行，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中央农业
广播电视学校校长张桃林出席论
坛并讲话，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
记李亚致辞。

张桃林指出，当前产业形态新
变化、农村社会新变化、农业从业者
新变化对农民素质提出新要求，坚定
不移培养一支高素质农民队伍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促进农
民教育培训提质增效是培养高素质
农民的根本途径，要准确把握高素质
农民培养目标思路，新阶段教育培训
重点任务，着力提升教育培训质量，

创新完善工作机制，夯实巩固基础支
撑；通过部门联动合力，拓宽工作平
台载体，强化理论研究支撑，努力开
创高素质农民培养新局面。

李亚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
河南把人才作为强农兴农的根本，
培育了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
经营、善管理的高素质农民，成为
现代农业的耕耘者和引领者。第
二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
在洛阳举办，给河南提供了一次宝
贵的学习机会，我们将积极做好各
项服务保障工作，认真学习借鉴兄
弟省市先进经验，把农民教育培训
工作做得更好更实，推动乡村振兴
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③4

□本报记者 赵春喜

如何切实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
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让“蝶变周口、
魅力港城”的成色越来越足？

“我们聚焦主题主线，坚持查改互
进，以主题教育让全市上下人心思变、
人心思干的氛围更加浓厚，只争朝夕、
大干快上的激情更加高涨，比学赶超、
竞相发展的局面更加向好。”10 月 29
日，周口市委书记刘继标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盯住主线学。聚焦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

主线，市委常委班子带头学，集中开展
2次集中学习研讨，把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首要政治任务，深入交流研讨，抓好宣
传宣讲，推动落地见效。红色基因激励
学，充分发掘利用李之龙、吉鸿昌、杜岗
会师纪念馆等红色资源，拍摄周口党史
专题片《永不忘却的纪念》，引导全市党
员干部从革命精神源头汲取奋发进取
的动力，让对党忠诚的红色基因代代相
传。

奔着问题去。围绕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度重
视生态保护工作等六个方面重大要求，
深入开展“五查五找”，全市县处级以上
领导班子及成员共查摆问题1950个，为
整改落实提供了靶向，校准了靶心。下
发《关于广泛征求对市委常委班子意见

建议的公告》，通过专线电话、网络留言、
设置意见箱等形式听取意见建议。围
绕以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推动全面小
康高质量，以百城建设提质、“五城联
创”、棚户区改造推动城市建设高质量，
以产业发展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等“九
个高质量”开展调研，县处级以上领导班
子成员选定调研课题921个，发现问题
1036个、提出对策建议3188条。

瞄准症结改。瞄准漠视侵害群众
利益问题，开展基层综合治理工作，进
驻 45个乡镇 74个行政村，摸排问题线
索 2256条，党纪政务处分 119人，司法
处理（含刑事拘留）274人，收缴违纪资
金 723万元。瞄准群众最急最忧最盼
的问题，深入开展“解民忧、纾民困、暖
民心”行动，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断头路
打通、主次干道提质等，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瞄准制约周口发展的
重点难点问题，把开展主题教育与打好
打赢“三大攻坚战”和全力推动“中心城
区大变化、县域经济大发展、干部作风
大转变”等各项工作结合起来，深入开
展“四到四访”，着力实现“四个一批”，
打通工作“堵点”460件，办好惠民实事
757件，实现主题教育和中心工作两不
误、两促进。

“我们将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
求，扎实推动主题教育往深里走、往心
里走、往实里走，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加
快建设‘满城文化半城水、内联外通达
江海’的中原港城，一步一个脚印地坚
决兑现‘大干快上三五载、请君再看周
口城’的庄严承诺，奋力在谱写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章中展现周口担
当作为。”刘继标表示。③4

第二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
发展论坛召开

高质量推进主题教育和脱贫攻坚

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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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主题主线 坚持查改互进
——访周口市委书记刘继标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王冰珂）“晴天一身灰，雨天一
身泥，群众满是牢骚”原是叶县仙台镇坡
魏村的真实写照。10月 29日，记者了解
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该村不到 20 天时间修成道路
3000多米，并节约资金40多万元。

从“水泥路”到水泥路，坡魏村的变
化折射出平顶山市在主题教育中围绕群
众最急最忧最盼的问题，真查实改取得
的实际成效。

广听民声，开门纳谏。平顶山电视台
开设《百姓问政》栏目，公开征集线索；开
展“全民城管”有奖举报活动。该市通过
座谈访谈、问卷调查、网络留言、设置意见
箱等形式，征求意见建议 5833条；开展

“大调研、大走访”活动，确定调研课题
1021个，调研走访8117人次，提出好点子
好建议679个，打通工作“堵点”346个。

对标对表，找准差距。平顶山市开
展学习身边典型活动，遴选 324名优秀
党员建立典型库，并组建市级报告团作
巡回宣讲，引导党员干部对标先进找差
距。从严落实“四个对照”“三个摆进去”
要求，围绕理想信念、宗旨意识、纪律规
矩、使命担当等方面，深入开展“四问四
查”，县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找问题 566
个，班子成员查找问题1808个。

真刀真枪，真改实改。平顶山市制定
专项整治“1+7”工作方案，推动5名市委
常委6家单位牵头齐抓、市级53家单位联
抓；坚持责任制、项目化、群众满意度“三个
倒逼”，以图表流程方式项目化推动，整改
成效每月30日进行公示；出台《为基层减
负若干举措》，在全省率先启动“八多”问题
清理整顿；深化“旧账清零”行动，对矿山综
合整治、断头路等历史旧账开展攻坚行动。

截至目前，平顶山市共梳理“八多”问
题426个，市本级发文、召开会议的数量仅
为年度控制目标的 52.7%、58.6%；化解

“问题楼盘”255个、化解率83.6%；启动露
天矿山整治37家，恢复治理3.7万亩，经验
在全省推广；开工断头路60条、已建成25
条，群众认同感、满意度不断提高。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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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姗）10 月 30
日，根据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安
排，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为
河南工业大学 500 多名师生作思
想政治教育辅导报告。

课堂上，黄强与广大师生共同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
时重要讲话精神，详细阐述了我省在
抢抓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等重大战略机遇方面具
备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系统介绍了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黄强寄语广大师生，希望他们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牢
记嘱托、学好本领，努力成为新时
代的栋梁之材，在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中书写人生华章。

师生们纷纷表示，这场报告使
大家深受教育、备受鼓舞，将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习工作中，
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
丽篇章努力奋斗。③4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秦川）10月 30日，全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座谈会暨河
南省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年会在
鹤壁市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赵素萍出席会议并讲
话，秘书长丁巍主持会议。

赵素萍指出，全省人大常委会
秘书长座谈会务实高效，为推进人
大工作开展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
省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自 2016年
成立以来，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和成
果交流，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要持

续强化思想武装，聚心聚力提高人
大工作政治站位，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坚
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自觉
从讲政治的高度谋划开展工作。要
持续强化理论研究，注重加强对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等课题的研究，聚心聚力推动人大
工作创造性开展。要持续强化协调
配合，进一步密切同人大代表的联
系、上下级人大之间的联系，聚心聚
力增强人大工作整体实效，奋力开
创我省人大工作新局面。③5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10 月
30日，部分省辖市“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许昌
市召开。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
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落实领导责任、明确主要任务、强
化督促指导、加强宣传引导，推动
主题教育深入扎实开展。

会议强调，要增强抓好主题教
育的紧迫感，倒排工期，保质保量按
期完成规定动作；要注重分类指导，
市县要完善分类指导方案、理出任

务清单；要切实减轻基层负担，认真
落实“22个防止”，不搞花架子，力
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突出开门
抓教育，做到打开门听意见、坐下来
查问题、敞开门受评判，在媒体上公
开整改落实情况，接受群众监督；要
抓好整改落实，扎实推进专项整治，
持续开展“旧账清零”“解民忧、纾民
困、暖民心”行动，让群众看到真改
进、真变化；要加强督导引导，加强
工作调度，积极运用中央媒体反映
主题教育做法和成效，营造良好舆
论氛围。③4

牢记嘱托学好本领
在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中书写人生华章

聚心聚力推动人大工作创造性开展

部分省辖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座谈会召开

确保主题教育有力有序开展

10月 28日，位于南阳盆地的河南油田老区张店油田的张1318井正在安全钻进中。经过40多年的开发，河南油
田老区资源日益匮乏。面对储量接替不足、主力油田稳产基础薄弱等问题，今年以来，河南油田强化“老区有新作为”的
认识，坚信老区不老，在老区部署开发井131口，目前，已经完成106口，建成产能10.8万吨。⑨6 杜建堂 摄

洛

阳

老油田 新作为

10月29日，在汝阳县内埠镇柳沟村，社员们在采摘野菊花。该村党支部
通过党建引领，成立了吴起香菊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野菊花200余亩，把野
生资源转变成特色商品，小菊花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产业。⑨6 康红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