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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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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治 国 必 先 治 党 ，治 党 务 必 从 严 。

十届省纪委五次全会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

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十九届中央

纪委四次全会和省委十届十次全会工

作部署，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持续营造学的氛围、严的氛

围、干的氛围，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

向纵深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新时代全面从

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

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全面从严治党

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征，

极大增强了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

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探索出一条长期执

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

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

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实践充

分证明，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

持并不断巩固发展。

殷切嘱托指引航向，奋勇争先砥

砺前行。去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参加

全国两会河南代表团审议，9月又亲临河

南视察，为推动新时代河南发展和全面

从严治党指路领航、擘画蓝图，为我们坚

定信心、接续奋斗提供了强大动力。一

年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的正

确领导下，全省纪检监察机关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纪检监察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战略性成果，反

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不断巩固拓展，党

风政风持续好转，政治生态进一步优化，

有力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有力保障了全省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

经济发展高质量。

“治”不忘“危”，“兴”不忘“忧”。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

识到，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正风肃纪反腐依然任重道远。习近平总

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

要讲话，激浊扬清、振聋发聩，通篇贯穿

着“严”的主基调，透射出彻底的自我革

命精神，展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

上的坚韧和执着，对我们既是强化忧患

意识的当头警钟，更是砥砺初心使命的

响鼓重锤。我们要在深入学习领会中，

把准越来越严的大趋势、越来越严的高

标准，持续营造学的氛围、严的氛围、干

的氛围，坚定践行“两个课题”的重大要

求，牢牢把握“两个大局”的时代方位，主

动投身“两个革命”的壮阔实践，在新起

点上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推动新时

代河南纪检监察工作在高质量发展上不

断取得新成效。

政贵有恒，治须有常。今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

官之年，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

去，做好纪检监察工作至关重要。我

们要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两个

维护”落到实处；大力加强作风建设，

推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

贫攻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不断提高治理腐败效能；完善监

督体系，增强监督的严肃性、协同性、

有效性；强化制度执行力，坚决维护制

度权威；坚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

头，扛稳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

要打牢“学”这个基础，结合建立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坚持以科学

理论引领理想信念，养成学习习惯，健

全学习制度，注重学习实效，让学的氛

围更加浓厚。要抓实“严”这个保障，

强化政治监督，保障制度执行，完善一

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

制，健全各种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

的监督体系，让严的氛围更加浓厚。

要落脚“干”这个目的，持续弘扬焦裕

禄精神、红旗渠精神、愚公移山精神、

大别山精神，突出典型引领，深化以案

促改，以清晰的制度导向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让干的氛围更加浓厚，

为中原更加出彩凝聚担当作为、务实

重干、竞相出彩的强大正能量。

尺璧非宝，寸阴是竞。承载着亿万

人民梦想的全面小康，已经可以眺望到

胜利航船的“桅杆尖头”，决胜全面小康，

提升治理能力，纪检监察机关责无旁贷、

使命光荣。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

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全面从严治

党的新成效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

高质量，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为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提

供坚强保证。2

□本报记者 高长岭

1 月 16 日，雪后的前坪水库，静
谧壮美。

在汝阳县西 9公里处，前坪水库
大坝巍然耸立。去年 7月 1日，前坪
水库大坝填筑至坝顶，9月底，坝顶道
路贯通。历经 4年，前坪水库大坝主
体工程基本完工。

智能碾压喜获大奖

前坪水库大坝上白雪皑皑，除了
呼呼的风声，异常安静。“大家都在总
结施工经验，研究下一步该咋干。”前
坪水库建设管理局总工程师皇甫泽
华说。

“我们的土石坝智能碾压技术，处
于国际领先水平，刚获得了大奖。”皇甫
泽华说，1月7日，中国水力发电科学技
术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前坪水库和
清华大学等单位合作完成的“土石坝智
能碾压技术及其工程应用”，被中国水
力发电工程学会、水力发电科学技术奖
励委员会评为一等奖。

“一等奖只有 10个，前坪水库榜
上有名，大家感到非常高兴。”前坪水
库建设管理局局长张兆省说，前坪水
库建设之初，局里就提出了“打造精品
工程”的要求，建设者们与大专院校、
科研机构建立紧密联系，联合攻关，
让最先进的科技支撑大坝建设。

皇甫泽华介绍，智能碾压技术，是
采用无人驾驶的震动碾压机来碾压大
坝，用声波自动检测碾压密实度。采
用智能碾压筑坝系统，实时检查碾压
质量，漏碾、交叉碾、碾压遍数不够等
问题都能及时发现，并能精准整改，既
保障了施工质量，又保障了施工进度。

混凝土坝披上“棉被”

高高的泄洪洞和溢洪道顶部，都
采用了唐朝建筑风格，古朴雄伟。

除了主坝是土石坝外，泄洪洞、
溢洪道、输水洞等都需要混凝土浇
筑，浇筑混凝土最大的挑战是防裂。
因为混凝土凝结过程中会散发大量

热量，在浇筑大体积混凝土建筑的时
候，混凝土内部的温度如果高出表面
温度 20℃，浇筑的建筑就很容易开
裂，影响其质量和美观。

“温控防裂的关键是内降外保。”
泄洪洞项目部经理郝二峰说，混凝土
内部要降温，外面要保温，总之要缩
小内外温差，防止裂缝。

“内部通水管，外面穿棉被。”郝
二峰说，混凝土内安放有塑料水管，
通过水循环降低内部温度，就像一个
水暖管道；浇筑完工后，要及时保暖，
让混凝土披上“棉被”。

如何监测混凝土建筑的内部温
度？“这里也有黑科技。”皇甫泽华说，

通过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采用
光纤测温和控制技术，可以随时查看
混凝土内部温度。

爆破专家退而不休

前坪水库大坝两端是两座山峰，
施工中要开挖山体，离不开爆破。

“去年 10 月我才正式从工地上
回来，前年我就到了退休年龄了。”河
南省水利第二工程局职工杜郧隆说。

在导流洞、泄洪洞、输水洞爆破开
挖中，安全风险极大，地质条件复杂，裂
隙断层较多，容易发生塌方冒顶等事
故。杜郧隆是我省水利系统知名的爆
破和安全专家。在施工中，他发明了一
次性挤压成型爆破法，解决了施工难
题，还减少了工序，节约了大量时间和
工作成本，安全系数也大为提高。

“导爆管长短不一，我就发明了
导爆管拼接技术。”杜郧隆说，导爆管
就是一个空筒，外面只敷有一层薄薄
的炸药，炸药一掉落，就无法使用，

“我自制一种套管，把两个不能用的
导爆管连接起来，就都能用了，这个
技术也申请了专利。”

导流洞、泄洪洞、输水洞工程顺
利按时完工，工程质量优良，并且没
有发生一起伤亡事故。

前坪水库大坝，在寒风中巍然屹
立。今年汛期前，它将下闸蓄水，灌
溉、发电等功能将陆续发挥。③8

本报讯（记者 栾姗）1月 18日，记
者从 2020 年全省国资国企改革发展
工作会议上获悉，2019年省市两级监
管企业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
利润四项主要指标成绩喜人，再次证
明了国有企业“顶梁柱”“稳定器”“压
舱石”的地位不可动摇。

2019 年是我省国企改革攻坚战
胜利收官之年，三年国企改革攻坚甩
掉了拖累点，止住了失血点，促进了国
企提质增效。数据显示：2019 年，省
市两级监管企业资产总额 33446.2 亿
元，同比增长 10.8%；净资产 9020.3亿
元，同比增长11%；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704.4 亿元，同比增长 9.9%；实现利
润238.2亿元，同比增长4.3%。

“制度优势是最大的优势。”省政府

国资委党委书记胡广坤说，刚刚收官的
国企改革攻坚战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
面提升国资国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指明了前进方向。

2020 年我省将继续坚定不移深
化国资国企改革，全面推广“郑煤机经
验”，在改人、改薪、改制、改治、改评、
改组上集结发力，力争市场化机制改
革取得实质性突破，推开“国企改革的
最后一扇门”。例如，结合董事会换
届，在省管竞争类企业集团层面全面
推行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在
企业集团总部和二三级公司全面实施
岗位管理，推行竞聘制、岗薪制、任期
制和淘汰制；建立按贡献决定报酬的
分配机制，形成薪酬促进效益提升、效
益带动薪酬增长的良性互动。③9

本报讯（记者 孙静）1月 19日，副
省长何金平深入郑州市农贸市场、大
型超市和药店等，就春节期间市场保
供稳价、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开展调研。

何金平先后来到经开区民乐集农
贸市场、麦德龙超市、丹尼斯六天地及
北京同仁堂郑州药店，与商户、消费者
面对面交谈，详细了解肉菜等大宗食
品的供应、安全保障和价格波动情况，
还重点检查了政府储备肉蛋菜投放和
药品安全监管工作。

何金平说，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落实

“四个最严”要求和“菜篮子”市长负责
制。切实加大对食品药品的抽检力度，
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强化监
管，做好食品价格尤其是肉类价格的监
测，依法查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
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持续适时做好政
府储备投放工作，保障节日市场供应，
稳定重点民生商品价格，让人民群众过
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③9

挺起“顶梁柱”稳住“基本盘”

去年我省国企资产总额达3.34万亿元

确保市场供应和食品药品安全
让人民群众过好新春佳节

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

前坪水库科技含量很“硬核”

▶1月 19日，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迎来客流高峰，当日发送
旅客近 10万人次。今年春运期间，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共有
150名青年志愿者为旅客提供问询、协助办理值机等服务，保
障春运顺利进行。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1月 16日，李明飞一家五口乘飞机从湖北恩施抵达郑
州新郑国际机场，回老家平顶山郏县过年。⑨6 本报记者 聂
冬晗 摄

▲1月 19日，2020年春运高峰
已至。郑州铁路公安民警在车站候
车厅进行安全宣传，并积极疏导旅
客，为平安春运做好出行服务。⑨6
邓放 周延民 摄

雪 后
的 前 坪 水
库 溢 洪 道
机房。⑨6
本 报 记 者
高长岭 摄

（上接第一版）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持续营造学的氛围、严的氛
围、干的氛围，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
经济发展高质量，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贯彻落实，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谱写新时代中原更
加出彩的绚丽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会议围绕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进行安排部署，强调要坚持以政治
建设为统领，把“两个维护”落到实处，
强化理论武装，付诸实际行动，强化政
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的声音和
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中原大地落地生
根。要大力加强作风建设，持续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基层减负，
重拳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
题，以过硬作风护航脱贫攻坚。要一
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持
续深化以案促改为抓手，抓住“不敢”
这个前提强化震慑，抓住“不能”这个
关键扎紧笼子，抓住“不想”这个根本
筑牢堤坝，使三者统筹联动、同向发
力、效应叠加，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
节和“一把手”，不断提高治理腐败效
能。要完善监督体系，加强党委（党
组）全面监督，强化纪委监委专责监
督，推动党内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

调，增强监督的严肃性、协同性、有效
性。要坚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
头，扛牢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
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要切实扛稳主
责，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动作
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依法依规履
职，各级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忠诚干净
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战士，建设一支
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执纪铁军。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
任任正晓主持会议并代表省纪委常委
会作题为《深入贯彻新时代全面从严
治党重要方略，为谱写中原更加出彩
绚丽篇章提供坚强保障》的工作报告，
对全省纪检监察工作进行了系统总结
和具体部署。

孙守刚、李亚、甘荣坤、黄强、孔昌
生、穆为民、江凌、徐立毅、胡永生在主
席台就座。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
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

十届省纪委委员，省委各部委、省
直各正厅级单位、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
要负责同志，在郑省管企业和本科高等
院校党委书记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全会第一次大会以视频会议形式
举行，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和省纪委
监委机关设分会场。③8

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提供坚强保障

（上接第一版）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

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

理区间和社会大局稳定，确保交上一份

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小

康答卷”。

最美不过夕阳红。在去年底召开

的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

见受表彰代表，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

老干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老同

志的深切关怀。广大老干部是党和国

家的宝贵财富，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

资源，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的重要力量。我们将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老干部

工作的各项政策，以真心实意的深厚

情怀服务老同志，营造尊重老同志、爱

护老同志、学习老同志的良好社会氛

围。希望广大老同志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珍惜光荣历史、永葆政治本色，

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河南发展，在打

赢三大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

动高质量发展上建言献策，在传承红

色基因、弘扬黄河文化、讲好河南故事

上献智出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

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恭 祝 全 省 离 退 休 老 同 志 新 春 愉

快、阖家安康！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
2020年 1月 17日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
致全省离退休老同志的慰问信

关注 春运 情暖回家路

1月 17日，洛阳市涧西区六冶社区开展非遗进社区欢乐过大年活动。在文
化志愿者的带领下，大家学着剪窗花、做糖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喜迎新春佳
节的到来。⑨6 潘炳郁 李亚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