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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 通讯员 张
坤）你知道吗？某些气体达到一定的纯
度，可以作为工业原料，可以成为食品
添加剂，还可以在芯片制造等电子工业
中发挥保护或刻蚀等作用，被称为电子
工业的“血液”和“粮食”。

11月 20日，记者在位于新乡县的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心连心公司”）采访时获
悉，其下属子公司河南心连心深冷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冷公司”）
把心连心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尾气
全部回收，再经过提压、降温、分离、提

纯等工序，生产出 4项 16类气体产品，
一年销售各类气体 30多万吨，销售收
入超过2亿元。

“目前，我们生产的二氧化碳纯度
可以达到99.9999%，甲烷、一氧化碳的
纯度可以达到99.999%，都是符合国家
标准的电子级气体。”深冷公司总经理
李灏告诉记者，2014年该公司与天津
大学共同组建科研团队，经过 3年多的
论证、攻关、建设，攻克了低温精馏等一
系列技术难题，2017年 9月成功生产出
电子级的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碳，
其中甲烷和一氧化碳的生产工艺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
技术的领先，纯度的提升，意味着

产品附加值的大幅提高。以甲烷为例，
工业级的甲烷纯度为98%，提纯成电子
级甲烷后，“身价”是原来的 10 倍多。
深冷公司的电子级气体被应用到太阳
能电池板及半导体工业中，在其所有产
品 中 产 值 占 比 5% ，利 润 占 比 超 过
20%；食品级二氧化碳畅销 20多家饮
料食品企业；其他高纯度气体产品被应
用到机械制造、医药中间体生产等领域
的关键环节。

据了解，目前，深冷公司从尾气中

提取二氧化硫、羰基硫的生产工艺已经
成熟，产品纯度可达 99.999%，将于明
年年初正式投产，届时该企业能生产 5
个电子级气体，可更好地服务省内外电
子工业的发展。

尾气，排放到空中是污染，回收利
用就成了宝贝。据介绍，除了尾气外，
心连心公司还把废渣、粉尘和污水等
统统“吃干榨净”，在创造可观经济效
益的同时，实现了超低排放、绿色生
产，连续 8 年荣膺石化行业重点用能
产品“能效领跑者标杆企业（合成氨）”
称号。③5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宏怡）“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坚持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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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
循，您能给我们讲讲混合所有
制企业如何加强党建工作吗？”
11 月 20 日上午，中国平煤神马
集团会议中心视频会议室座无
虚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 省 委 宣 讲 团 报 告 会 在 此 举
行。该集团首山化工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曹德彧在宣讲结
束后的互动环节，向省委宣讲
团成员，郑州圆方集团党委书
记、总裁薛荣提出了自己的问
题，并获得了中肯的回答。

在 3个小时的宣讲中，薛荣
紧密结合党的革命、建设历程和
自己的创业经历，围绕“不忘初
心、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向中国
工农红军致敬”“做合格的共产
党员”“牢记使命、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幸福都
是奋斗出来的”“网红薛书记是
怎样炼成的”“我是党的女儿”等
八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宣讲和深入
浅出的阐释。

报告既连“天线”又接“地
气”，引用大量事例、辅以直观
易懂的 PPT，使在主会场和各
基层党委分会场聆听报告的中
国平煤神马集团的 2000余名党
员干部，感到精神振奋、信心更
足。“作为一名基层的党代表，
要学有所思、思有所悟、悟有所
行，既要搞好宣讲，推动全会精
神更好地进企业，又要把全会
精神运用到工作中去，抓好安
全和生产，多出煤、出好煤，让
工友们都能通过自己的奋斗创
造幸福生活。”十九大代表、该
集团十三矿采煤二队队长王羊
娃说。③6

本报讯（记者 王平）11 月 20
日，商丘市召开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会议。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做好
2020 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特
殊重要性，切实把做好党报党刊的
发行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抓紧抓实抓好。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负责同志
要加强领导，亲自部署。党委办公
室要提出明确要求，加强督促检
查；宣传部门要发挥好组织协调作
用，抓好发行任务的分解落实，妥
善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组织部
门要配合宣传部门确定党报党刊
的订阅计划，做好党员订阅的组织
动员，抓好党费订阅的落实；财政
部门要确保专项经费及时到位；邮
政部门要提高报刊收订质量，做好
统计汇总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将
党报党刊的订阅工作作为加强党

建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手段，逐级抓
好计划落实。

党的各级机关、城镇党支部、
农村乡一级党委，政府各级机关，
人民团体，企事业及所属单位，城
镇中小学和有条件的农村小学，公
安、税务系统的基层所及其他垂直
管理行业系统基层单位的党组织，
规模以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有
条件的社会组织的党组织，解放
军连级建制以上单位的基层党支
部，都要按照订阅范围，落实订阅
要求。各县（市、区）要安排专项
经费，大力推动把党报党刊作为
公共文化产品由财政统一订阅赠
送基层。要继续鼓励社会力量向
经济欠发达地区捐赠党报党刊，积
极鼓励个人自费订阅党报党刊，推
广利用党费和文化事业经费赠阅
党报党刊的做法。③6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秦川）11 月 20 日下午，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省委宣讲
团报告会在鹤壁市举行，省委宣讲团成
员、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吴宏
亮在会上作主旨报告。

宣讲报告中，吴宏亮围绕“充分认
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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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
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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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
点任务”“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全会确定
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到位”四个方
面，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
系统解读。

报告会上，吴宏亮结合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
精神，全面分析当前河南经济社会发展
形势，强调党员干部要提高制度执行
力，将重大要求落到实处。

“此次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联
系基层干部群众思想实际。下一步，我
们将以基层党建为引领，切实把制度优
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淇滨区黎阳路街道
党工委书记刘全福表示。③5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张龙飞）“结合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我们在高质量发展上如何
作制度设计？”“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加快产
业 结 构 调 整 ，走 绿 色 、可 持 续 的 道
路”……

11月 19日至 20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省委宣讲团走进安

阳，在安阳市党政综合楼和汤阴县政府
举行两场宣讲报告会。每场宣讲完，省
委宣讲团成员、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
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苗长虹总要被热
情的党员干部们“堵”上一会儿。大家结
合工作实际提问，苗长虹一一解答。

报告会上，苗长虹从“充分认识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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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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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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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
任务”“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全会确定
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到位”四个
方面，全面系统地阐释了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

安阳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全体成
员，市委各部委、市直机关各单位、市管
企业和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各县（市、
区）、乡、镇约1400名党员干部现场或以
电视电话会议形式聆听了报告。③9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任娜）“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
研究国家制度和治理问题并作出决定，
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1
月 19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委党校常务副
校长焦国栋，为新乡市 400余名党员干
部宣讲并现场答疑解惑。

从我国各行各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到
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从改革开放到脱贫

攻坚，两个多小时的报告，焦国栋用一组
组详实的数据和一个个生动的事例，从多
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和讲解，使大家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实质、核心
要义和重大举措等有了清晰的认识。

新乡学院教师敖翔用手机将整场
报告都录了下来：“作为高校的思政课
老师，我今后要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的精神融入课堂，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
心，在立德树人上起到重要作用。”

“宣讲对我们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是一次重要辅导和有
力推动。”新乡市委书记张国伟表示，新

乡将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与正在
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结合起来，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
南时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激发广大
党员干部的热情和干劲，坚决打好三大
攻坚战，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全力
维护社会稳定，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确
保圆满完成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11 月 20 日，另一场宣讲报告在卫
辉市唐庄镇进行，省委宣讲团成员、省
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田宪臣为卫辉
市近500名基层党员干部上了一堂通俗
易懂的全会精神解读课。③5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成利军）
11月 19日至 20日，省委常委、省纪
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任正晓在焦作
市、新乡市就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做好正风肃纪反腐
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学懂弄
通做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把全会部署转化为推动纪检监察工
作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思路、制度机
制和治理实践，为推进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保障。

任正晓深入到温县、博爱县、修
武县、获嘉县纪委监察机关，温县温
泉街道西南王村、博爱县磨头镇、修
武县郇封镇大位村，实地调研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及全
员培训、执纪执法办案安全和乡镇
纪检监察等工作。任正晓强调，要

把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纪检监察机
关要带头学习领会、宣传宣讲、贯彻
落实，坚守职责定位，提高政治站
位，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和促进
完善发展作用，推动制度优势转化
为治理效能；要把提高治理能力作
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
务，坚定不移反腐败、毫不动摇保安
全，扎实开展全员培训，严格按照制
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
要推进国家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
加强村（居）务监督委员会建设，充
分发挥基层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重
要作用。

任正晓还对沁河治理进行了调
研。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11月 19日，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孔昌生到三门
峡义马市和渑池县，宣讲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调研“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情况，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解决基层
群众的实际问题，建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长效机制。

在义马市泰山路街道办事处
狂口社区，孔昌生仔细了解搬迁移
民的生活、工作情况，询问社区开
展主题教育和发展集体经济情况，
对社区党总支异地建立临时党支
部加强流动党员管理、运用社会法
庭调解邻里纠纷、开办社区日间照
料中心等做法给予肯定。孔昌生

指出，要不断拓展深化主题教育成
果，完善基层治理，夯实长治久安
的基础。

在渑池县张村镇高桥村党群
服务中心，孔昌生主持召开座谈
会，听取镇、村主题教育开展情况，
详细了解高桥村发展可持续集体
经济等做法。他强调，要把理论学
习作为首要任务，从党的创新理论
中汲取力量；要把主题教育与当前
正在做的工作结合起来，确保取得
实效；要通过主题教育把“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和党员积分管理等
好制度好做法坚持下来，建强基层
党组织，筑牢坚强战斗堡垒，教育
引导党员对照先进查找差距，立足
岗位建功立业，真正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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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通俗易懂 精神入脑入心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弘扬科
学家精神，争做新时代出彩河南
人。11月 20日晚，2019年河南“最
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郑州举
行，10位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
为 10位科技工作者颁奖。副省长
戴柏华、省政协副主席高体健等出
席发布仪式。

10位科技工作者分别为：河南
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有限公司研究
员王静；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副院
长兼总设计师、首席技术官刘代军；
泌阳县夏南牛研究推广中心农业技
术推广研究员祁兴磊；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技
术委员会名誉主任陈俊武；中国工

程院院士、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
限责任公司原院长兼总工程师李俊
贤；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任、主任医师陈培莉；中国工程
院院士、河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张
新友；河南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副院长、教授胡建军；河南科技学院
教授茹振钢；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胡新朋。

作为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评
选活动的一部分，本次发布仪式由
省委宣传部、省科协、省委军民融合
办、省科技厅联合主办，河南广播电
视台承办。发布仪式上集中展示了
我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群体的感人
事迹。③5

10人获评2019年
河南“最美科技工作者”

11月20日，扶沟县豫星农业精准扶贫基地，经纪人在采购贫困户种植的芹菜。扶沟县28个市级扶贫企业，通过引领自主创业、吸
收务工、土地托管分红等形式，带动6100多户贫困户从事蔬菜种植，年人均增收近1.2万元，实现了稳定脱贫。⑨6 谷志方 摄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11 月 20 日
上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省委宣讲团报告会在驻马店市举行，
省委宣讲团成员、省社科联主席李庚香
作专题报告。

报告会上，李庚香围绕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从“充分认
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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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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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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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强党
的领导、确保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全面落实到位”四个方面进行系统解读，
为驻马店市广大党员干部作了一场主题
鲜明、内涵丰富的辅导报告。

与会同志表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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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实际工作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
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重大决
策部署上来，为加快推进驻马店高质量
跨越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宣讲报告会结
束后，李庚香与驻马店市理论工作者代表
围绕扎实开展全会精神的宣讲解读和宣传
贯彻，进行了深入交流。③6

“芹”致富

（上接第一版）农业的出路在于转方
式，要着力提高农业规模化、集约化
水平，实现农业与市场有效对接。
在德福苑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喻红
秋指出，做好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
配套，是村民搬迁后稳得住、可发
展、能致富的重要保障。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离不开坚
强的基层组织和好的带头人。在
栾川县南泥湖安康小区、重渡村等

地，喻红秋详细了解基层党建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
展情况。她走进马海明事迹展厅、
纪念园，重温马海明先进事迹。喻
红秋说，马海明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责任和担当。党员干部要向马海
明学习，心里时刻装着群众，带头
干、领着群众干，以扎实工作成效
取信于民。③6

牢记初心使命 真情服务群众
以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推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