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将过去的 2019 年，河
南发生了许多大事、要事。回
望这一年，你印象最深刻的是
什么呢？河南日报客户端“年
终盘点”，为你标记 2019 年
的高光时刻、难忘瞬间。现
在，拿起手机扫一扫，2019，
一“晃”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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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铮 马涛）12月 27
日，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主任王国生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十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
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尹弘，省政协主席刘伟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十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
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相互支
撑的理论逻辑、环环相扣的实践逻辑，
深入认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集
成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
化改革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
果，准确把握一以贯之的目标指向，全
面落实接续递进的重大部署。要更加
坚定地扛稳改革责任，在深入学习贯彻

中把准方向，在认清制度优势中坚定信
心，在注重对标对表中理清思路，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各项改革部署上
来。要更加主动地弘扬改革精神，强化
敢为人先的进取意识，砥砺迎难而上的
斗争精神，发扬务实重干的工作作风，
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中实现突
破，在推动各项改革向制度更加成熟更
加定型靠拢上担当作为。要更加精准

地实施改革举措，因地制宜，有的放矢，
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障碍、影响
治理效能的突出矛盾、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科学谋划、精准施策、务求实
效，使改革精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
盼、民心所向。

会议还研究了省直机关办公用房
普查清理等工作。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参
加会议。③8

□本报记者 陈小平 刘一宁

2019年 9月 16日至 18日，是印在中原儿女心坎儿
上的重要时刻。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河南，叮嘱我们要“坚定信
心、埋头苦干”“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全省上下勠力同心，士气如
虹——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不断探索
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

大抓基层基础，以强化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党
旗在基层高高飘扬；

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真抓实干的好作风
扎根基层……

2019年，河南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
量，全省上下以勇挑重担、埋头苦干、奋勇争先的行动，一步一个脚印将总书
记为我们擘画的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守初心担使命 打牢信仰根基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河南省委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带领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河南落地见效。

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陈学桦 孙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巍巍南太行，冬日暖阳下，千峰万
壑的皱褶里，深藏着一个叫巡返的村
落。待缓缓散去的山岚从容舒展开眉
眼，透过无人机俯瞰，红顶白墙的别墅
群、鳞次栉比的厂房车间、气势恢宏的
休闲庄园……一一从镜头里掠过，美
不胜收。

这个 3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山村，
位于焦作市山阳区太行山南麓，30多
年来坚持发展集体经济不动摇、走共
同富裕之路，从昔日“穷得叮当响”，变
成如今“富得响当当”的“中国美丽乡
村百家范例”。全村800多口人，人均
产值高达 87.5万元，家家户户住上花
园式别墅，开上小轿车，村民各种福利
待遇连城里人都羡慕。

谈起巡返村的变化，老干部赵国兴
感慨地说，集体空，没人听；集体有，跟
党走；共同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
巡返村的老百姓认准了这个理儿。

30多年来为啥巡返村能高举共

同富裕的大旗不动摇？
曾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苗继兰说，

主要是咱有个团结务实敢想敢干风清
气正的村“两委”班子，有个性子犟脑
子活定力强的班长赵福运。

“我自己种下多少棵摇
钱树，也抵不上给乡亲们铸
个聚宝盆。”

村里老人介绍，武王伐纣时在附近
安营，每天傍晚武王都要沿军营四方巡
视，至此见山高林密道路不通难以前
进，只好折返而归，巡返村因而得名。

小小村落虽承载着先贤的足迹和
眷顾，千百年来却没有改变贫穷落后
的命运。上世纪 80年代，巡返村 500
多口人，全指望 700多亩瘠薄的山地
土里刨食，仅落个维持温饱而已。

刚出生就没了娘、3岁时又患上

小儿麻痹残了左腿的赵福运，更懂得
山里人的穷苦熬煎。

高中毕业的赵福运，揣着奶奶卖
鸡蛋攒下的 200元钱，翻过太行山到
山西贩羊皮，后来开过修表店，办过黏
土矿，又贷款建了座小煤窑。几年下
来，赵福运在村里第一个骑上了摩托
车，盖了新房，并成为拥有十多万元存
款的首富。

赵福运富起来了，而此时的巡返
村，却是“集体穷，人心慌，村里一座破
公房。集体债，十七万，百亩林木砍伐
光”，处于各种矛盾和问题聚集的火山
口上。

1986 年，在乡亲们期盼的目光
中，27 岁的赵福运毅然接过村委会
主任的担子。上任第一天，他当着全
村父老乡亲的面庄重承诺，“要带领
大家挖掉咱村的穷根”。他上任第一
件事，（下转第四版）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研 究 部 署 我 省 深 化 改 革 有 关 工 作

王国生主持 尹弘刘伟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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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 2.5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奋战在脱贫攻坚

一线

●全省 1835个专业技术协会、21897个农

民专业合作社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

●3225个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面貌焕然一新

●推进“万名党员进党校”，市县乡三级累计培训党

员 143万人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12月 29日上午，
安钢集团 AAA国家级旅游景区揭牌
仪式在安钢会展中心举行。此举标志
着一度被视为“污染大户”的安钢，从
此登上河南旅游景区花名册，也成为
我省第一、全国第七家跻身旅游景区
的钢铁企业。

记者在揭牌现场看到，“AAA 国
家级旅游景区”牌匾揭开红盖头的那
一刻，台下为企业“绿”变付出太多辛
劳的不少安钢人，兴奋得掩面而泣。

1958年建厂的安钢，目前已是千
万吨级特大型钢企。长期以来，安钢
一直是安阳市乃至河南省的利税大
户。然而，近年来“污染大户”的帽子
和最严“环保禁令”，让安钢的发展面
临很大挑战，甚至到了生死边缘。

2014年，安钢打响“环保生存保卫
战”，关停、拆除、淘汰一大批落后产能，
投资8亿元，实施26个环保治理项目。
2017年以来，斥资50多亿元开展大规
模环保深度治理，采用世界上最先进技
术、最成熟工艺，多项环保指标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并成为国内首家实现全流
程干法除尘的钢铁联合企业。

与此同时，园林化工厂建设全面
铺开。经过重新规划改造，厂区面貌
焕然一新，新增、改造绿地十余万平方
米，种植乔灌木 40余万株，绿化覆盖

率40%，假山与湖泊相映，流水与小鸟
做伴，绿色工厂已然成形。

揭牌仪式后，记者走进安钢厂
区。目之所及，现代化厂房之间，花木
扶疏，绿草如茵，空中不见黑烟，地上
不见尘土，不时驶过的洒水车让地面
洁净如洗。为了便于参观，安钢将厂
区划分为迎宾区、主题文化区、铸造文
化园区等。区域之间，点缀有不少简
约雅致的“口袋公园”，造型各异的钢
铁雕塑鳞次栉比，美不胜收。

路遇厂区清洁工王师傅，他扯起
衣袖坦言，原来厂区脏，干活穿深色衣
服一周也得换几次，现在厂区像花园，
穿浅色衣服一周也不用洗。

安钢厂区东北部紧邻殷墟。2018
年 11月，他们抓住殷墟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规划契机，与遗址公园规划方签署
遗址公园安钢滨河项目协议，将现代钢
铁文明主动对接殷商冶炼文化，借此实
现中华冶炼文明由冶铜、冶银、冶铁到
现代钢铁一脉相承的完美呈现。

“很快，安钢将建起游客接待中心，
配套工业遗产展示馆、冶炼工业展示馆、
钢铁文化博览区，开辟和殷墟往来互通
的工业旅游线路。”陪同采访的安钢集
团有关负责人称，那时再来安钢的游
客，既可在厂区领略古代冶炼与现代钢
铁的千年传承，也可到邻近的殷墟感受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其乐无穷。③6

昔日“污染大户”今日华丽转身

安钢挂牌国家3A级景区

本报讯（记者 栾姗 董学彦）轻启按
钮，一台“Huanghe”品牌鲲鹏服务器和
台式机掀开“蓝盖头”，露出帅气真容。12
月 29日上午，黄河鲲鹏服务器和台式机
生产线投产暨首批产品交付活动在许昌
市举行。活动上，华为中国区智能计算机
业务部总裁万志难掩兴奋，直言“河南
好”：“我们的项目从选址、建设到投产，仅
用 58天，华为在全国其他任何地方项目
投产都没有过这么快的速度。这里的营
商环境，让我们对未来合作更有信心。”

今年7月，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
北京发布了鲲鹏计划，河南敏锐抢抓重大
时间窗口机遇，以“敢为全国先”的思路，
采取“软硬两手抓”的措施，主动适配鲲鹏
服务器，成为除了华为自有品牌外，全国
首家生产鲲鹏服务器和台式机的省份。

风起云涌的郑州智慧岛，以“软件”
为桥梁，中原鲲鹏生态创新中心在全国
率先部署正式商用版鲲鹏云，发放全国
第一批 11个适配认证证书，举办全国最
大规模鲲鹏训练营，营造“Huanghe”品

牌研发生态环境。
日新月异的许昌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以“硬件”为支撑，许继集团积极参与
建设和管理，瑞贝卡、远东传动、黄河旋
风 3家民营企业协同发力入股黄河科技
集团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纷纷发挥
自身高端制造业优势，争取“Huanghe”
品牌制造基地落地生根。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等重大国家战略，（下转第四版）

生态三“原”色系列报道之二

青山的呼唤

选址到投产仅用58天
“Huanghe”刷新河南实体企业落地纪录

巡返村家
家户户住上花园式别
墅⑨6 山阳区委宣传部供图

一个内陆大省
的开放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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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师振宇 李晓振

春华秋实，安阳市农信社迎来了
高光时刻：

截至 11月末，存贷业务实现历史
性突破，存贷款新增市场份额均居安
阳市金融机构首位；

勇挑金融扶贫重任，新增扶贫小
额贷款笔数及金额均占全市金融机构
80%以上；

普惠金融成效显著，银行卡较年
初增加28.65万张，手机银行和网上银
行客户较年初增加37.82万户。

谁能想到，一年前，安阳农信社还陷
于队伍不稳、人心不齐、业务下滑的困境？

是什么让安阳农信社扭转颓势，
实现华丽逆袭？安阳农信人有一个共
同的答案：党建。

自 2018年 7月以来，在省农信联
社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安阳农信社全
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省农信联社党委

关于党建工作的要求，以推进基层党
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为抓手，规范
支部运作，搭建党建平台，激发党员活
力，夯基础、强管理、抓特色、强引领，
不断推动基层党建工作提档升级，用
初心筑牢担当与使命，以党的建设高
质量推动业务发展高质量。

抓基层打基础——
拧紧思想“总开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工作很
重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根基
在基层，一定要抓好基层党建。

连日在安阳农信系统走访，一个
数据引起了记者注意。

2018 年全市农信系统入党积极
分子 36 人，2019 年这个数字猛增到
211名，增加了近5倍之多。

原因何在？“党的向心力、凝聚力
大大增强，越来越多的年轻员工渴望
加入党组织。”省农信联社派驻安阳市
农信办工作组组长杨斌十分感慨，不
仅年轻人向往党、志愿入党，党员的身
份意识也觉醒了，不仅亮岗位、亮身
份，干事创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杨斌还记得，2018年 7月，工作组
刚来安阳时，面临的却是另一种窘况：安
阳农信社不仅各项业务拖全省农信社的
后腿，而且党建虚化、弱化，个别人违法
违纪引起的人事“地震”尚未平息，人心不
稳、士气不振、人浮于事现象较为突出。

怎么办？工作组很快达成共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不破题，

就谈不上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思想
不破冰，就难言行动上的突围。

杨斌说，原来围绕业务抓党建，党
建、业务容易“两张皮”。现在，以党建引
领业务，党建成为治理沉疴的良药妙
方。尤其是今年第一批“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长期政治任务，
真正学到精髓，悟出信念，让初心凝聚
人心力量，让使命激发责任担当。

领导带头学。先后 9次组织党组
（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今年8月7日
和 9月 4日，两次组织安阳市农信办和

各行社领导班子成员、部分中层干部前
往林州红旗渠青年洞、扁担精神纪念馆、
谷文昌精神纪念馆以及汤阴县党风廉政
建设警示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廉政
教育，接受红色教育洗礼，营造廉洁氛围。

强化日常学。安阳市农信办先后
为各行社班子成员购置了《习近平在
正定》等各类书籍，搜集整理编印了
《安阳农信系统党建知识应知应会手
册》《党建知识汇编》等学习材料，供大
家自学；先后召开庆“七一”座谈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暨“学
习强国”经验交流座谈会，举办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党建主题知识竞
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争做出彩农
信人”暨“五比一争”主题演讲比赛、

“奋斗的人生最幸福”主题演讲比赛、
“我和我的祖国”微型党课比赛等一系
列丰富的党建活动凝聚共识，将学习
融入日常工作生活。

12月 19日 17：50，汤阴农商银行
韩庄支行，虽然过了下班时间，该支行
党支部书记蔡晓仍带领着 16名党员
候在视频会议室，准备和全辖 650 名
党员干部同上一节视频党课。

周四 18：00，已经成为安阳农信
系统一个不成文的约定——“视频党
校”上课了。

据了解，为积极推进学习教育制度
化常态化，安阳市农信办积极开办“视
频党校”，每周四晚6:00至 8:00，采取
领导干部上党课、先进经验交流、邀请
专家授课、研读制度文件、收看党建视
频等形式，集中全市中层和机关党员同
志深入学习系列讲话、政治理论、会议
精神、革命传统、先进典型等，不断提升
党员干部学习的深度、高度和广度。

（下转第五版）

把初心镌刻在平畴沃野
——省农信联社安阳农信社画好党建与业务发展同心圆

福运当“头”
——记焦作市山阳区中星街道办巡返村党支部书记赵福运

争做 河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