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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至12月1日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距开幕还有 天4

2019 第十三届

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

11月29日至12月1日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距开幕还有 天4

2019 第二十届

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

本报讯（记者 李铮）11 月 22 日，
结合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我省召开市县党委书记
履行脱贫攻坚责任述职评议会议。会
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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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扶贫工
作重要论述，听取部分市县党委书记
履行脱贫攻坚责任述职并进行现场评
议。省委书记王国生、国务院扶贫办
副主任夏更生参加评议并讲话。

驻马店、漯河、周口 3位省辖市委
书记，栾川、潢川、鲁山、唐河、新乡市
牧野区 5位县（区）委书记在会议上就
履行脱贫攻坚责任进行现场述职。省
领导和专家进行随机提问和点评。

“脱贫攻坚的短板是什么？”“脱贫
摘帽后思想松懈的原因有哪些？”“如
何激励扶贫干部担当作为？”……提
问，问得深刻，抓住关键、找准症结，问
出了反思，传导了压力。

“造血功能存在不足”“产业扶贫
抓得不够”“落实落细有待提升”……
回答，答得坦诚，正视差距、直面问题，
在启发与警醒中提升工作思路。

“对边缘户扶持办法不够多”“产
业扶贫成效不明显”“存在松劲懈怠情
绪”……点评，评得到位，在肯定成绩
的同时，更多是刀刃向内查短板、因地
制宜出主意。

夏更生在讲话中指出，河南省举行
的这次履行脱贫攻坚责任述职评议会
议，是落实“越到关键时候越要响鼓重
锤”的具体体现，是用责任述职倒逼责任
落实的创新举措。述职评议的过程既是
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过程，也是总结经
验、扬长补短的过程，更是传导压力、激
发动力的过程。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把握正确
导向，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目标引领、强
化问题导向、强化巩固提升、强化较真碰

硬，确保脱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
脱贫成果真实。要克服错误认识，坚决
防止盲目乐观思想、过关闯关思想、松劲
懈怠思想、厌倦厌战思想，一鼓作气、越
战越勇，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要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
机制，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王国生在讲话中指出，市县党委
书记是当地脱贫攻坚第一责任人，责
任扛得牢不牢、重视程度够不够、谋划
推进实不实、干劲斗志足不足，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着脱贫攻坚工作成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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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扶贫工作
重要论述，结合第二批主题教育，以决
战决胜的姿态扛牢脱贫攻坚责任，在
对标对表中想一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是否得到了不折
不扣落实，看一看有没有坚持以脱贫
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查一查

有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脱贫攻坚上，
比一比年度目标任务完成得怎么样，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践中砥砺初心
使命。要以硬碰硬的作风解决突出问
题，弘扬奋斗精神，增强担当意识，聚
焦“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补短板，
聚焦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求突破，聚焦
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抓整改。要以
实打实的行动落实脱贫攻坚任务，倡
树“五比五不比”的工作导向，增强执
行能力，用好调研本领，下足绣花功
夫，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任务清零、问题
清零，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喻红秋、任正晓、孔昌生、穆为民、
李文慧、武国定、张震宇等省领导参加
评议。省直32家履行脱贫攻坚专项责
任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省脱贫攻坚
督查巡查组组长、党代表、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媒体记者、驻村
第一书记等代表参加评议。③5

□本报评论员

“脱贫攻坚的短板是什么？”“脱贫摘

帽后思想松懈的原因有哪些？”“如何激

励扶贫干部担当作为？”……市县党委书

记履行脱贫攻坚责任述职评议会议上，

市县党委书记现场述职、省领导随机提

问、专家代表深度点评，一位市委书记坦

言，参加这次述职，压力十分大，明确了努

力方向，进一步增强了责任感和紧迫感。

不摆架子、不务虚功，述职评议会

上，大家面对面研讨，对扶贫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动真碰硬、深挖细查、互相启

发，既传导了压力，又激发了动力。这

场述职评议会，是坚持问题导向，解决

脱贫攻坚突出问题的实际行动；是开

展主题教育，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

抓落实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落实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提升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有益探索。在脱贫攻

坚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召开这场以

责任为主题的述职评议会，彰显了省

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

贫工作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关于打赢脱

贫攻坚战重大决策部署，严格落实主

体责任，压实脱贫攻坚责任，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好会风连着好作风。开会的目的

在于解决问题、推动工作。这场述职评

议会，硬碰硬、实打实，让人红脸出汗，

更让人干劲倍增，激励我们在脱贫攻坚

的实践中担当作为。脱贫攻坚来不得

半点儿含糊，做好全省其他各项工作，

同样要有响鼓重锤、实而又实的工作作

风。尤其年末岁尾，任务繁重，更需要

我们真抓实干、全力冲刺。倡树“五比

五不比”工作导向，进一步营造学的氛

围、严的氛围、干的氛围，把述职评议会

传导的压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我们的事业必将无往而不胜。1

本报讯（记者 樊霞）河南进军国
际资本市场多层次融资实践又有新突
破。11月 24日，记者从中原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获悉，中原资产成功发行 4
亿美元 3年期高级无抵押债券，利率
4.2%，这是全国首家地方国有资产管
理公司在境外市场发行美元债。

本次债券发行吸引了包括贝莱
德、瑞士银行、瑞士信贷、摩根斯坦利
等全球知名机构在内的 70家投资机
构积极参与。

“此次成功发行境外美元债，意味
着中原资产境内外公募信用债券直接
融资渠道全线打通。”中原资产董事长
马洪斌说，作为第一单地方资产管理
公司（简称地方 AMC）“投资级”境外
美元债发行成功，充分表明国际投资

者对河南经济以及地方 AMC综合实
力的认可，也加快了地方 AMC 行业
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进程。

在此之前，中原资产获得了 BBB
（惠誉/稳定）、Baa3（穆迪/稳定）国际
主体评级，成为全国首家获得投资级
国 际 评 级 的 地 方 AMC，取 得 地 方
AMC迄今最高等级国际评级。

在当前经济复杂形势下，基于综
合判断，中原资产 11 月 21 日果断以
4.7%区间初始价格开簿定价，引起市
场投资者热烈追捧，开簿一个小时账
簿订单超过 15亿美元，全日账簿订单
峰值超过 20亿美元。最终定价较初
始价格大幅收窄 50基点，是近年来收
窄幅度最高的交易之一，最终以 4.2%
的票面利率成功发行。③6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11月 18日，
记者从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由司法部、
全国普法办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
办的“宪法的精神、法治的力量——2019
年度法治人物评选及颁奖礼”活动开
启。省高院立案二庭原副庭长、全国模
范法官李庆军进入候选，全国法院系统
入围本次候选人名单的仅有两名法官。

2014年，李庆军被确诊为尿毒症，
每天靠透析维持生命。2018年 9月 28
日，54岁的他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在李
庆军生命的最后 8个月，他带领的审判
团队结案 360件，占全庭总结案量的三
分之一，他是全庭办案最多的法官。李
庆军始终秉持对公职的敬重、对司法的
敬畏、对规矩的坚守，从不向领导伸手、
不向同事朋友伸手、更不向当事人伸手，
是同事眼中的“三不法官”。

择一业、终一生，李庆军倾尽毕生精
力诠释了人民法官的初心和使命，赢得
了法律人的敬意。③6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多管齐下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我省举行市县党委书记履行脱贫攻坚责任述职评议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压实责任传导压力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王国生夏更生参加评议并讲话

一场硬碰硬实打实的述职会

全国首家国有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进军国际资本市场

中原资产成功发行4亿美元境外债券

人才盛会聚四海英才
招才引智助中原出彩

——第二届中国·河南招
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综述

2019年度法治人物候选人

河南法官李庆军入围

07│综合新闻

04│要闻

河南日报是最早深入报道李

庆军事迹的媒体，曾在一版先后推

出三篇长篇通讯，深情讲述李庆军

坚守初心、用生命践行使命的动人

故事，全媒体同步传播。报道推出

后，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

□高嵩 摄影报道

11月22日，南阳市曲剧艺术中心戏曲演员为唐河县
源潭镇蔡庄村村民表演曲剧《临江驿》，受到热烈欢迎。

“送戏下乡”公益性文艺演出是当地加快构建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项举措，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欣
赏精彩的戏曲节目，既促进戏曲艺术传承与发展，又有
力助推了乡村文化振兴。⑨6

▲精心化妆 ▶认真讲戏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本报通讯员 高艺菡

一幅幅生动的党建文化墙，一个个醒目的党建标
识，一队队或歌或舞的大爷大妈，一张张笑意盈盈的脸
庞……初冬时节，寒意渐浓，走进修武县郇封镇小营村，
一股煦暖的文明新风扑面而来。

省级生态文明村、党建标准化建设先进村……是什
么力量让这个曾经的软弱涣散村，实现了从“后进村”到

“后劲村”的转变？
“把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作为工作主线，充分发挥社会组

织作用，探索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路径，打造群
众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修武
县小营村的探索较好地践行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省社科院党建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万银锋如是评价。

让群众组织当家，党支部装了“扩音器”

“十多年前，小营村发展遇到了困难，村集体企业经
营不善，外债较多，群众经常上访，村党支部软弱涣
散……”在 73岁的老党员刘小新记忆里，当时的小营村
就是一盘散沙。

在外工作多年的刘保良临危受命，被小营工贸区党委
请回老家小营村任党支部书记。他从抓党建、抓支部、抓党
员入手，推动村里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我们村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单靠村党支部唱‘独
角戏’，行不通。”刘保良说，只有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
性，一起唱“大合唱”，才能唱出大团结、大和谐。

刘保良他们从引导、发现群众兴趣爱好着手，成立
了门球队、腰鼓队等 15个群众自发兴趣类组织，每个自
发组织都有数量不等的党员骨干，负责宣传党的政策。

把群众组织动员起来，不仅让群众成为党的政策的
“扩音器”，还成了缓解矛盾的“润滑剂”。“全村统一绿化，
村里有个出了名的倔老人，坚决不同意伐掉门前的两棵
树，我们了解到其儿媳在腰鼓队，便通过其儿媳做他的思
想工作，最后老人终于同意了。”腰鼓队队长刘小新说。

“给群众当好勤务员，通过科学安排活动时间，开辟
新场地，确保队队有场地、人人能活动。党建综合体人气旺，最多时有300多名
党员群众参与活动。支部有力量，队员们也纷纷申请入党。”刘保良说。

给社会组织舞台，党支部多了“代言人”

“多亏了乡贤议事会的帮忙，让我们两家长达80多年、延续两代人之久的纠
纷得以和解。”村民宋引成感慨。

乡贤议事会以党员为主，成员从老党员、老干部和威信较高的村民中选出，以
“会员问事”“开放说事”“集中议事”“合力办事”“定期评事”“跟踪查事”等六种形
式，了解群众合理诉求，发挥集体智慧，形成解决方案，并监督村“两委”落实执行。

“大到慈善幸福院的选址，小到绿化选用哪种花木……我们协助村‘两委’
共同谋划村庄的发展，带头参与精神文明创建，弘扬文明新风，倡导移风易俗。”
83岁的乡贤议事会会长刘次勋说。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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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职评议会反响如何，参会者有何感受？请看本报2版报道《这场脱贫责任“考试”不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