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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党委书记访谈

省自然资源厅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11月 19日
下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省委宣讲团走进省自然资源厅，举行
宣讲报告会。省委宣讲团成员、省人大
常委会选举任免代表联络工作委员会
主任李恩东在会上作宣讲报告。省自
然资源厅领导班子成员及厅属单位党
员干部共200多人在现场聆听了报告。

宣讲报告中，李恩东着重从“充分
认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时代背景
和重大历史意义”“深刻领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
优势”“牢牢把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
标和重点任务”“各级机关要在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走在
前作表率”等四个方面，对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深入
解读。报告会后，李恩东与党员代表
深入交谈，认真解答党员干部在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遇到
的问题和困惑，帮助大家从更高的政
治站位、更广的政治视野来深入学习
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刘金山
说：“这次宣讲是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
和思想洗礼，是对自然资源工作的一
次全面辅导和有力推动，使我们对全
会精神的认识和领会上升到了新的高
度。”他表示，下一步要把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首要政治
任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
上来，牢记自然资源部门的初心、使
命，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工作部
署，认真履行自然资源管理职责，持续
提升自然资源治理能力，按照“一张蓝
图保发展、一体共治建生态”的总体思
路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奋力谱写
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③5

省人社厅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11月 19日
上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省委宣讲团走进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举行宣讲报告会。省委宣讲
团成员、河南省经济学会副会长、河南
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程传
兴教授作主旨报告。省人社厅机关全
体人员及厅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约
200人在现场聆听了报告。

报告会上，程传兴以《开辟“中国
之治”新境界》为题，围绕“充分认识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深刻
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准确把握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
部署”“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等四
个方面，结合我省实际，对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深入
解读。他认为，党员干部今后要在深
入学习上下功夫、要在研究谋划上下
功夫、要在提高能力上下功夫、要在落
细落实上下功夫。

省人社厅党组书记、厅长刘世伟
表示，学习没有休止符，省人社厅将动
员全系统党员干部，继续认真学习、积
极研讨、深学细悟，在全系统迅速掀起
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
热潮。

报告会后，程传兴与党员代表进
行了互动。省人社厅办公室主任魏连
升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了“在满足人民
群众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同时如何
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这一问题。程
传兴旁征博引，结合案例作了解答，引
来热烈掌声。省人社厅干部陈磊说：

“通过参加报告会，收获良多，对全会
精神有了更全面理解。下一步将立足
本职岗位，扎实做好工作，为中原更加
出彩尽一份力。”③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11 月 16
日，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深入驻
马店市驿城区、泌阳县调研我省畜牧
业发展工作。副省长武国定参加调研。

于康震指出，要深化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加大金融政策、养殖用地和
法律保障支持力度，坚决落实非洲猪
瘟防控措施，大力构建现代养殖体
系、完善疫病防控体系、健全现代生
猪流通体系，切实抓好生猪、肉牛等
畜禽生产发展，促进畜牧业产能稳定
恢复，解决好老百姓的吃肉问题。

武国定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
为引领，积极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
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
要大力发展饲草业，促进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协同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的美好生活需求。

调研期间，于康震、武国定先后
前往驻马店市长龙山农牧有限公司
和泌阳县夏南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恒都肉牛养殖示范场、夏南牛产业园
等地，详细查看生猪和肉牛养殖、防
疫、流通、供应等情况。③5

□本报记者 史晓琪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郑州轻工业大学紧扣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聚焦练好办学治校基
本功，紧密围绕中心工作，扎实推进问
题整改，以事业发展的实际成效检验
主题教育成果。”11月 18日，郑州轻工
业大学党委书记俞海洛接受记者采
访，介绍了学校的主要做法。

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抓整改。
以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
学校制定《2019年度党委、二级单位党
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分专题集体学习

安排》《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安排》“两
项制度”，建强党委讲师团、辅导员宣讲
团、大学生巡讲团“三个团队”，深入开
展理论宣讲和学习研讨，推动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建立
校领导班子成员联系思政课教师制
度，实行思政课分专题课堂教学，开展

“周末理论大讲堂”骨干教师专题研修，
推进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实施“三
全育人”综合改革，获评省首届“三全育
人”综合试点高校。积极申报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学校入选河南
省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聚焦练好办学治校基本功抓整
改。学校制定了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
任清单，开展各级党组织书记抓党建

述职评议考核，强化党建主体责任落
实；制定了校领导班子成员联系基层
党组织、联系学生班级、联系高层次人
才和优秀青年教师制度以及二级学院
党员领导班子成员联系党支部制度，
校领导带头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掌握
情况，推动问题解决；坚持对表对标，
扎实推进“8+1”专项整治，结合学校
实际，查摆突出问题，分类建立台账清
单和整改措施，逐条逐项推进落实，营
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实施党支部
建设“两化一创”强基引领工程，整改
16个不符合“双带头人”要求的专任
教师党支部，专任教师党支部书记“双
带头人”比例达100%。

立足推动学校事业新发展抓整
改。学校围绕博士单位建设，补短板、

扬长板、固底板，拉大优势，提升质量，
重点加强与标志性行业、产业合作，推
动重大横向项目落地，强化 ESI高被
引论文、国家级重大项目培育，实施教
师队伍博士化工程，积极引进学科领
军人物和学术带头人，增加兼职博导
数量，工程学学科稳固在 ESI全球排
名前1%，专任教师中博士及以上学位
比例达51.02%；对标创建省级文明校
园测评体系，大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校园文化和环境建设，彰显轻工业大
学“精气神”，圆满完成省级文明校园
创建迎评工作。

“我们将以主题教育为契机，推动
学校高质量发展，在高水平轻工业大
学建设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俞海洛
说。③9

□本报记者 樊霞

连续 15年 GDP稳居全国第五，全
国第一粮食加工大省，神舟飞船、C919
大飞机、高铁等大国重器上有了更多河
南元素……统计数据表明，河南 2018
年经济总量达 4.8万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是1949年的308.6倍，综合实力显
著增强。

70 年步履铿锵，70 年成就斐然。
11月 19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七
十年》出版暨河南 70年发展成就新闻
发布会。由省统计局组织编写的《河南
七十年》，用丰富翔实的资料、数据全方
位展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河南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进步，勾勒出河
南经济腾飞之势。

“在党中央和中共河南省委的坚强领
导下，一代又一代河南人迎难而上、奋力
前行，全省经济社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成为中国发展奇迹的一个缩影。”省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德友说。

经济大省加速崛起

70 年奋斗成就令人骄傲。2018
年，全省经济总量达4.8万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是 1949年的 308.6 倍；占全
国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4.5%，提高到
2018年的 5.3%；在全国的位次由改革
开放初期的第 9 位提升至第 5 位，从
2004年起连续15年稳居全国第五。

人均生产总值稳步增加。2018年
全省人均 GDP 达 50152 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是 1949年的 131.8倍；1950年
至 2018 年 全 省 人 均 GDP 年 均 增 长
7.3%；居全国的位次由改革开放初期
的第28位提升至第18位。

产业发展齐头并进

中原粮仓名不虚传，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大幅提升。2018 年，第一产业增
加值达 4289.38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是 1949年的 23.6 倍。全省粮食总
产量 2018 年达 1329.78 亿斤，是 1949
年的 9.3倍，稳居全国第2位，成为全国
第一粮食加工大省、第一肉制品大省；
农业机械总动力从 1952年的 0.2 万千
瓦，增加到 2018 年的 10204.46 万千
瓦，居全国第2位。

工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按可比
价格计算，2018 年全省全部工业增加
值是 1949年的 5619.5 倍，工业经济总
量稳居中西部省份首位。2018 年年
末，河南规模以上工业资产总量居全国
第5位，新能源客车、盾构机、智能手机
等成为“河南制造”新名片，神舟飞船、
C919大飞机、高铁等大国重器上有了
更多河南元素。

第三产业取得长足发展。2018
年，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突破 2 万亿
元 ，按 可 比 价 格 计 算 ，是 1949 年 的

1228.9倍；金融机构年末人民币各项存
款余额达 63867.63 亿元，居全国第 9
位，是 1949年的 150多万倍；全省社会
物流总额突破 12万亿元，物流业迈入
全国第一方阵。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随着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全省城乡
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全省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78 年的 315
元，提高到2018年的 31874元，年均名
义增长 12.2%；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78年的3.00缩小到2.30。

消费水平不断提高。2018 年，全
省城镇、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
别是1978年的76.6倍和127.2倍；民用
汽车保有量 1459.24 万辆，是 1978 年
的 231.6 倍；电话普及率从 1962 年的
0.05 部/百人提高到 2018 年的 111.27
部/百人。③8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11 月 18
日，省政协常委视察团到漯河市视察
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强调要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
讲话精神，聚力聚智聚势，同心同向同
行，不断发展壮大我省民营经济。

在带队视察了相关企业和听取
座谈发言后，省政协副主席、民建河
南省委主委龚立群指出，我省民营企
业贡献了全省60%以上的税收、70%

以上的生产总值、90%以上的新增就
业，高质量发展态势良好，但同时也
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要进一步优
化民营经济营商环境，破解民营企业
融资难题，健全创新驱动体系，壮大
民营经济规模。要从实际出发，增强
政策协调性，不搞“一刀切”，让民营
企业切实增强获得感。要充分发挥
政协的优势和作用，积极为民营经济
发展献智出力，助推我省民营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③8

本报讯（记者 孙静）11月 19日，
副省长何金平深入分包联系点确山
县，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调研指导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和脱贫攻坚工作。

调研期间，何金平先后到竹沟镇
肖庄村新美润香菇种植合作社、华强
乐器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产业扶贫开
展情况，到竹沟镇肖庄村督促指导主
题教育工作。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何金平
说，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
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主题教育
特别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
走、往实里走。要认真落实“四个注
重”的重要指示，持续营造学的氛围、
严的氛围、干的氛围，扎实开展调查
研究，务实推进问题整改，确保主题
教育高质量开展。要因地制宜发展扶
贫产业，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
制，认真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③5

本报讯（记者 李点）11月 19日，
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
议暨全省社会主义学院工作会议在
郑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
想，学习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
例》，研究部署我省社会主义学院建
设工作。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出
席会议并讲话。民建省委主委、省政
协副主席龚立群在会上代表省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代表人士致
辞。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务长吴剑
平作《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辅导
报告。

会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学院建
设是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
大举措，是做好我省新时代统一战线
工作的紧迫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把
握重点任务，以“政治学院”为根本定
位，把牢办学方向；以“八有”为目标，
加强基本建设；以提高质量为导向，推
进课程体系建设；以完善制度为抓手，
强化教风学风作风建设；对标中央社
院，发挥省社院龙头带动作用，全面提
升新时代全省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水
平。要加强党对社会主义学院工作的
领导，凝聚工作合力，办好“联合党
校”，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
丽篇章广泛凝心聚力。③6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11月 19日的一
场报告，让安阳师范学院的广大师生
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和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加坚定了践行
初心的使命感。

当天，副省长刘伟走上安阳师范
学院的大讲堂，为 300多名师生作专
题报告。他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和贯彻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

内外部环境”“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三
个方面，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主题教育
开展的重要意义，分析了我省经济发
展情况和态势，并对高校师生践行好
初心和使命、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提出要求。

“听了报告，我对‘初心’和‘使
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更加
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所肩负的责
任与义务。”安阳师范学院青年马
克思主义者培养学院学生杨长于
说。③6

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暨全省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会议指出

全面提升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水平

高质量开展主题教育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加快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让主题教育在校园开花结果

充分发挥政协作用
助推民营经济发展

连续15年GDP稳居全国第五、大国重器河南元素越来越多——

数字勾勒河南70年发展轨迹

省委宣讲团走进省人社厅和省自然资源厅

以事业发展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访郑州轻工业大学党委书记俞海洛

11月 18日，光山县产业集聚区的扶贫车间里，工人们正在赶做客户订单
羽绒服。目前，全县共有羽绒加工厂128家，从业人员15.6万人，年生产、销
售羽绒服、棉服4700万件以上，年产值达70多亿元，羽绒产业已经成为群众
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⑨6 谢万柏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通讯员 智慧）11月
19日上午，位于洛阳市王城公园游客服务中心旁
的一家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正式投用。驿站面
积约30平方米，公共座椅摆放有序，电冰箱、饮水
机、微波炉、常用药品等基本设施一应俱全，供户
外劳动者免费使用。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投
用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230家，且大部分已录入

主流电子地图软件。这意味着，环卫工人、园林
绿化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只要拿出手机
动动手指，即可就近找到爱心驿站喝口热水、歇
歇脚。洛阳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后5
年，洛阳还将新建 500个爱心驿站，为户外劳动
者打造15分钟服务圈，并与职工书屋、爱心粥屋
等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服务合力。”③6

劳动者歇脚有了爱心驿站

洛阳王城公园游客服务中心旁的爱心驿站 爱心驿站里基本设施一应俱全

环卫工人在爱心驿站休息⑨6 图均为王以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