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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论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

特区建立 40周年庆祝大

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扫码看全文

□郭戈 蒋晓芳 孙放

10月 16日至 19日，数百名客商、
文化名家齐聚鹤壁淇水之畔，共赴一
年一度的中原文化饕餮盛宴——第七
届中原（鹤壁）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下称“中原文博会”）。

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省
委宣传部的具体指导下，创办于 2014
年的中原文博会迄今已走过七个年
头，办展规模逐年提升,参展企业及产
品不断丰富,展会品牌效应日趋凸显，
已成为展示中原文化、引领文化产业
发展的重要平台。

一场盛会 别开生面

10月 18日，中原文博会进入开展
第三天，由于恰逢周末，整个文博会主
会场——鹤壁市朝歌文化园鹿台阁内
摩肩接踵、人流如织，迎来观展高潮。
3天时间里，一次次握手、一份份订单
的背后，是省内外参展商、采购商和嘉
宾就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达成的高
度共识。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别开生
面的文化盛会！

“之所以能够交出这样一份令人
满意的答卷，得益于本届文博会高起
点的开局、高标准的开展、高质量的推
进。”鹤壁市委宣传部文产科科长孙放
感慨。据悉，本届中原文博会突出交
易功能和文化创意特色，除展览展示
外，还举办了一系列重要的主题论坛
和项目洽谈签约活动，旨在全方位展
示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原文博会
自本届开始正式升级为省级展会，由
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
厅、鹤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相较往
届规格更高、主题也更加鲜明。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办好
本届盛会的重大意义，精益求精、做优
做实，力争把中原（鹤壁）文博会办成北
方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文博会。”鹤壁市
委书记马富国在筹备工作会议中指出。

为确保高规格、高水平、高质量办
好本届中原文博会，按照省委宣传部

关于筹备工作的相关要求，鹤壁市成
立了由市领导任组长的来宾接待服
务、宣传交易展示、文产招商洽谈、主
题活动统筹、环境卫生提升、安全稳定
保障 6个工作组，全面推进各项筹备
工作。筹备期间，筹备工作执委会先
后召开推进会 3次，各工作组累计召
开工作会 60次，共细化具体工作方案
多达41项。

紧扣文化创意定位，凸显中原厚
重文化，中原文博会组委会先后派员
前往北京、深圳、济南等地对接项目，
并对报名参展的展商和展品进行多轮
筛选，优选了“齐品·淄博”、广东文创
联、TALES 神话言等 1112 家符合展
会定位的企业，精益求精确保展会整
体质量。

“本届中原文博会将提升交易实
效作为办会的重要目标，不断深化同
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深圳文博会公
司、北京大学文化创意研究院等业内
机构合作，深入挖掘采购潜力，组织有
需求的采购商和供货商做好对接，致
力于搭建能让参展商、采购商把生意
做起来的平台，促进更多产品交易。”

中原文博会组委会负责人、鹤壁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叶成民说。

一场盛宴 美轮美奂

作为展示中原文化的重要平台，
中原文博会始终发挥着中原文化产业
发展风向标的作用，引领各种“文
化+”新业态，发掘文化产业多元化融
合发展的无限可能。

10月 18日上午 10时，在“我的黄
河我的家”展馆内，数百件反映黄河流
域沿线不同风土人情、地域文化的文
创产品引来众多观众驻足选购。

“这个‘唐妞’手机壳和行李牌太
可爱了，不仅新奇好玩，还很有创意。”
游客王然刚一走进展馆，就被“唐妞”
主题的文创产品成功“圈粉”。

“‘唐妞’以唐代仕女俑为原型设
计，是糅合了西安十三朝古都的历史
文化底蕴打造而成的卡通人物，目前
已成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形象代言
人。”前来参展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业务

主管王爱莉告诉笔者，这次他们带来
了一系列以“唐妞”为主题的文创产
品，包括公仔、帆布包、手机壳、冰箱
贴、行李牌等，旨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传播弘扬传统文化。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省文化
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闫敬彩介绍，为
讲好“黄河故事”，传承黄河文化，本届
中原文博会专门以黄河文化为主线，
以“我的黄河我的家”为主题组织了精
彩纷呈的“沿黄九省（区）文创产品交
易展”，展示、交易黄河沿线九省（区）
具有代表性的文创产品。

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对接，
增强传统文化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

“存在”已成为各方共识。本届中原文
博会中，众多传统文化元素纷纷“落
地”，与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相融合，
使人们以接地气的方式感受到传统文
化的别样魅力。

在深圳国瓷永丰源股份有限公司
展台前，一组名为“餐桌上的臻宝”的
陶瓷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目光。
该产品以简约精致的美学设计理念，

将文化创意融入中国传统瓷器，展现
出陶瓷文化的独特气质和魅力。

“瓷器是历史悠久的中国名片。
希望能借助中原文博会这一重要平
台，进一步增进国民对东方生活仪式
感的关注和了解，提升陶瓷文化产业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助力中原文化产
业发展。”该公司客户经理张帆表示。

“中原文博会不仅是展示交易的
平台，更是提升文化产业‘硬实力’和
文化内涵‘软实力’的难得契机。我们
将以此为抓手，深挖文化资源，突出文
化特色，鼓励和支持参展企业守正创
新，努力用新的形式赋予传统文化新
的内涵，让中原文化永葆生机和活
力。”叶成民说。

“云上文博”永不落幕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应如
何扩大展会影响力？本届中原文博会
高质量打造“云上文博”平台，以数字
化、智能化为展会赋能。

“会同京东云创新搭建‘云上文
博’平台，线上线下联动办展，是本届
中原文博会的一大亮点。”中原文博会
组委会工作人员徐红旗介绍，“云上文
博”平台在虚拟展馆中同步推介参展
商家、展出参展商品，“云端”、线下相
结合，将为期 4天的展会延伸至 7x24
小时在线，打造“永不落幕”的文博会。

“‘云上文博’平台包括‘3D展馆’
‘企业云商贸’‘论坛活动’‘项目推介’
‘云直播’‘云新闻中心’‘云签约’‘大美
鹤壁’‘耀目中原’‘云代言’十大板块。
其中，‘企业云商贸’‘云直播’侧重于向
广大消费者推介具有浓厚中原文化特
色的文创项目和产品，促进订单交易达
成。”徐红旗表示，线上、线下融合办展，
全方位、立体化呈现了“展、论、洽”三大
主题场景，为广大观众和参展商带来了
焕然一新的科技会展新体验。

“足不出户、点点鼠标就可以‘逛’
遍整个文博会，这样的体验太独特
了!”内蒙古网友“会飞的鱼”通过社交
平台分享了自己“云端”逛展的感受。

据悉，本届中原文博会还邀请了
专业团队、直播达人在“云上文博”官方
抖音账号开展“云上观展”“文博访谈”
等活动，邀请参展商及工艺美术大师在
线访谈并与观众互动交流；同时，本届
中原文博会的“十佳优质参展商”“十大
优秀文创产品”等评选活动也“搬”到了
线上举行，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参与度。

有关专家指出，线上线下融合办
展既是应对疫情，也是模式创新。作
为一场传播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综合性
盛会，中原文博会就是要打破空间和
时间的限制，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不断
加强群众对中原文化的学习和认识。

“举办中原文博会，对促进河南以
更加开放的姿态加快文化强省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经过7年的发展，中原文
博会已成为汇聚文化产业资源、展示文
化发展成果、促进文化交流合作、助推
中原文化高地建设的重要平台。我们
将不断提高展会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
化水平，力争办成北方地区最具影响力
的文博会，为加快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
高地、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
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鹤壁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路培果表示。

让中原文化永葆生机活力
——写在第七届中原（鹤壁）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之际

10月16日，第七届中原（鹤壁）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鹤壁市朝歌文化园开幕 张志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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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督促全市上下全面查漏补缺，提
升脱贫质量。市住建、教育、卫健、民政、财政、
水利、审计等部门以及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
责同志结合各自工作实际，逐一现场作答。对
两个落实不力的单位点名批评，起到了极大的
震慑作用。

啃“硬骨头”大兜底。一方面，实施“两户合
一”。将建档立卡未脱贫户和年人均纯收入低于
6000 元的边缘户以及“两残”人员、失能半失能
人员等全部纳入低保保障范围，整户低保，应保
尽保。同时，将农村低保A类补助标准提高到每
人每年 4020 元，让贫困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脱贫标准；把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基本生活标
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6000元。目前，全市已将未
脱贫户 32280 户 6.53 万人、边缘户 6016 户 1.85
万人纳入低保。另一方面，实施农村特困群众

“四集中”兜底保障。针对全市 81.56 万农村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中的特殊贫困群体，全部实行

“四集中”兜底。目前，全市共投入资金 30余亿
元，建成“四集中”机构 1430 家，落实兜底保障
10.2万人。

“三级书记”大下访。市委书记、县（市、区）
委书记、乡镇党委书记“三级书记”利用扶贫信
息手机 APP 软件随机选户、导航进村，带头分
包扶贫信访案件开展大下访活动，真走真找真
查偏远落后村、问题多发村、党组织软弱涣散村
等和对村“两委”意见户、政策落实遗漏户等，逐
村排查、逐户研判，把下访排查、研判分析、解决
问题、整改提高贯穿全过程，走实走密最后“针
脚”。

扶贫信访大解决。建立定期排查制度、“五交
办”制度，形成乡镇、县（市、区）、市直部门、市厅级
领导联动办理扶贫信访工作格局。加大核查力
度，对重点案件、干部作风类问题，市级组织暗访
核查，一竿子插到底。从严问责处理，确保把群众
满意度提上去。

干群同心，其利断金。记者在南阳市采访发
现，南阳广大扶贫干部信心饱满、干劲十足，他们
放弃节假日，“5+2”“白+黑”，用实干和奉献精神
添彩脱贫攻坚收官之战。③5

一体推进“三不”的中原实践

南阳五大举措“动真碰硬”

（上接第一版）让更多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
敢”，时刻珍惜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

深化运用“四种形态”，既始终坚持“严”
的主基调，又激励干部担当作为。2017年 1
月至 2020年 9月，全省共运用“四种形态”批
评教育帮助和处理31万余人。

坚持逢案必改、注重因案制宜，根据案件
所暴露问题的影响面、倾向性、普遍性确定开
展范围和方式。凡是严重违纪违法、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典型案件，必
须在案发单位、市县全域或系统领域同步深
入整改；对一般违纪违法案件，则督促案发单
位，主动在领导班子及所在党支部精准有效
整改。全省先后对十八大以来发生的 18.74
万起违纪违法案件开展以案促改，做到一案
一总结、一案一警醒、一案一整改。

深入查找案件暴露出的作风问题、管理
漏洞、制度空隙、监督难点，2018年以来，许昌
市纪检监察机关围绕新发生的 2701 起违纪
违法案件，向 2183个单位制发《以案促改通
知书》2257份，运用新发生案件开展以案促改
的比例超过 90%。2019年以来，焦作市筛选
典型案例 334件，深入乡村开展警示教育巡
讲697场，4万余人接受警示教育。

注重改到位，抓住“不能”这个关键堵塞

漏洞，强化监督约束——

腐败是权力的滥用，针对监督治理漏洞
建章立制，有效防范廉政风险，让党员干部因
制度而“不能”，从而减少、杜绝国家资产的跑
冒滴漏。

省农信联社扭住放贷中暴露出的领导批
条问题，成立金融市场部，将富余资金集中到
一个“池子”，公开竞价，杜绝暗箱操作，新增
效益 40亿元。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拿“交警特
权”开刀，推动放管服改革，将号牌审批全部
上网，把驾校考场交第三方验收，利用大数据
监控加强事中研判，被视为“肥差”的车驾管
领域再无集中腐败案件发生。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制度是最好的防
火墙。采取“废、改、立”，省纪委对现有制度
全面审查、评估和清理，动态调整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提高制度执行力和约
束性，将“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

着眼强自觉，抓住“不想”这个根本筑牢

堤坝，永葆初心使命——

纪法的震慑如万钧雷霆，组织的感召似
春风化雨。以案促改，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让广大党员干部因觉悟而“不想”，从内心深
处筑牢理想信念，勇担职责使命。

3次接受警示教育，3次上交违纪所得，半
年时间，信阳市一医院副院长余某共上交赃

款20余万元。“看着熟悉的同行在大会上痛哭
忏悔，有喘不过气的感觉。”余某说。

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组织旁听庭审，参
观警示教育基地，开好专题民主（组织）生活
会……一系列靶向施治的“组合拳”，让党员
干部变“隔岸观火”为“身临其境”，内心深受
震撼。

开 展 以 案 促 改 工 作 以 来 ，全 省 共 有
1067.6万人次接受警示教育，查纠问题 21.89
万个，排查廉政风险点 38.48万个，修订完善
制度13.04万项。

高压反腐强大震慑、以案促改唤醒初心、
宽严相济政策感召，一批“问题”干部幡然醒
悟：2018 年至 2020 年 9月，全省共有 941人
主动投案、4561人向组织说明问题。

落脚净生态，打通“三不”内在联系，营造

“三个氛围”——

以案促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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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不敢不能不想”到真干实干会干，以
党建高质量推动经济高质量，既需要法纪规
范震慑，更需要从根本上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价值观。以先后落马的三任市委书记为鉴，
近年来焦作市委带头开展以案促改，知底线、
守规矩、谋发展。全市先后开展 7个专项行
动，破解 8个方面突出问题，政治生态持续好
转，竞相出彩蔚然成风。

小微腐败治理，事关党的执政基础。“村
级事务管理中出现的违纪违法行为，大多是
村干部没按流程办事造成的。”长葛市后河镇
闫楼村党支部书记闫东锋说，村里借助以案
促改，抓住突出问题，制作小微权力运行流程
图公示栏，危房改造、低保申请等12项基层工
作，百姓一看便知，干部规规矩矩，村务阳光
运行。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为基层减
负，促干部担当。2019 年以来，聚焦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全省选取典型案件开展
以案促改。从源头和制度上下功夫，全面检
视、精准施治，基层减负不减质、干部实干惠
群众。

重在融合，在统筹联动中
创新深化

统筹疫情防控常态化和经济社会发展，
做好“六稳”“六保”，主要在干部，关键看作
风。今年以来，全省政法、市场监管、人防等6

个系统，扶贫、民生、扫黑除恶等 3个领域，深
入开展全系统的以案促改，在统筹联动中创
新深化。

与日常工作、中心工作融合，与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两个责任”融合，与提升治理能力
融合，以案促改，才能凸显综合效应，产生强
大实践力量。

融入日常经常，实现制度化常态化，更有

持久力——

紧密结合才能持久。有的地方和单位，
制定整改措施与日常业务结合不紧，必然流
于空泛，导致“两张皮”“一阵风”。以案促改
是一个系统工程，无论是警示教育、查找漏
洞，还是建章立制，都应结合工作实际，有的
放矢。

精准施策才能持久。只有精准发现问
题，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乡村振兴，廉
洁先行。”针对村级廉政教育薄弱的现实，郑
州市纪委监委开展“廉洁教育村村行”活动，
消除末端“盲点”，有效监督村级权力。2019
年以来，郑州市基层村组（社区）干部的信访
举报同比下降39%。

创新思维才能持久。各级各部门具体情
况千差万别，以案促改切忌“一刀切”。巡察
监督发现线索、查办案件形成震慑、以案促改
集中整治，周口市59个村居得到综合治理。

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郭献功说，以
案促改建立了党组织不断强筋壮骨、党员干
部自觉敬畏纪法的长效机制，持续发力、一抓
到底，就能有效助推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融入中心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更有生命力——

作风攻坚保障三大攻坚。全省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结合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
治理决胜年行动，从严从重查处村组干部违
纪违法行为，推动以案促改，以改建制，以制
促规。分别筛选扶贫领域、环保领域、金融领
域典型案例 6974件、1911件、2259 件，深入
开展以案促改，为打赢三大攻坚战提供坚强
保障。

专项整治形成震慑。紧盯权力集中、资
金密集、资源富集等案件易发多发的行业部
门，省级层面开展资源开发、土地转让、工程
建设、国企、金融、司法等六大重点领域集中
整治；许昌、信阳、南阳等省辖市分别围绕教
育系统乱收费、卫生系统吃回扣、民政系统假
低保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

优化环境激发活力。针对政商关系亲而
不清、围猎与甘于被围猎等问题，召开全省

“反对贿赂·公平竞争”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警

示教育大会；制定措施，发挥纪检监察职能作
用，助推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融入全面从严治党，提升治理能力，更有

战斗力——

群雁高飞头雁领，抓住关键少数，才能带
动绝大多数。以案促改首先要抓住“关键”之

“关键”，特别是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把权
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真正起到提纲挈领、事半
功倍的效果。

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
部”。永城市委探索构建巡视巡察监督“一调
度十联动”机制，以案促改与巡视巡察监督联
动，握指成拳凝聚监督合力，务实重干推进县
域治理。永城市今年上半年生产总值完成
296.47亿元，增速由负转正，领跑河南县域经
济发展；连续12年跨入全国百强县（市）行列。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最基层延伸，以案促改是有力抓手。“同
坐一条板凳，大家一条心”“刮风下雨，群众往
家跑，干部往村部跑。”时隔一年，郑州市惠济
区花园口镇八堡村村民对村干部有了新感
受。以村党支部原书记马书喜违纪违法为典
型案例，惠济区在全区召开以案促改警示教
育会，并对八堡村党组织进行整改。新支部
引以为戒、以案促改、全心为民，得到群众交
口称赞。

——党组织的号召力越来越强。
刀刃向内、刮骨疗毒，消除严重隐患，塑

造良好形象。持续深化以案促改，放大“三
不”叠加效应，强化“不敢”“知止”氛围，巩固
发展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政治生态更
加风清气正。

——党员干部的精气神越来越足。
精神不振、担当不够，需要猛击一掌。以

案促改坚持从严教育管理监督干部，着重解
决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大力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持续纠治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党员干部两袖清风干事业，凝心聚力谋发展。

——人民群众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正风反腐，标本兼治，党风政风和社会

风气持续好转。以案促改坚持严管厚爱结
合、激励约束并重，推动全省上下学的氛围、
严的氛围、干的氛围越来越浓，促进形成领
导有威信、干部有激情、群众有信心的生动
局面。

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作风，铸就铁一
般的担当。纪挺法前、抓早抓小，浚其源、涵
其林，养正气、固根本，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以案促改，这一中原大地上一体推进“三
不”的生动实践，正改出风清气朗，播撒满园
春色！③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