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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按照中央关于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首先在中央政

治局开展的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2

日至25日召开专门会议，围绕保持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

容，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教育；回

顾总结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情况；联系思

想实际和所分管地方部门单位的工作实际，

分析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

靡之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研究提出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及有关制

度规定。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开展教育实践

活动的重要内容。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

同志学习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同志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坚持

群众路线的重要论述，通过谈心谈话听取了

有关方面意见和建议，围绕加强作风建设、

发挥表率作用进行了反思和剖析，自己动手

撰写了发言提纲。

同时，根据中央要求，中央办公厅会同

中央纪委、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办公厅、财政

部调查了解了全党贯彻八项规定精神的情

况，就中央政治局加强作风建设广泛征求了

意见。

会议共安排6个半天时间，完成了3项

议程：听取中央八项规定贯彻执行情况和对

中央政治局加强作风建设征求意见情况的

汇报，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发言、对照检查自

己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情况，讨论研究加强

作风建设的措施和制度。

会议认为，中央政治局发挥领导作用的

一项基本要求，就在于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

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绝对不做。

抓改进作风，必须从中央政治局抓起。中央

八项规定出台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自

觉、认真、坚持贯彻执行，在改进调查研究、

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

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

发表、厉行勤俭节约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

署，在建章立制、解决突出问题、加强监督检

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军队和武警部队

迅速行动。▶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

对照检查中央八项规定落实情况
讨论研究深化改进作风举措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绝对不做。
●把制度约束作为刚性约束，令行禁止、不搞例外，绝不允许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打擦边球。
●统筹制定领导干部工作生活待遇标准，切实解决违反规定和超
标准享受待遇的各种问题。
●完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用科学的政绩考核“指挥棒”推动作
风转变。
●让作风好的干部受到重用，让作风不好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

随着6月25日凌晨高考成绩揭晓，内黄

县一中应届考生王子瑾以658分的高考成绩

成为全省文科第一名，一时间县城沸腾了。

王子瑾，1996年3月出生。今年她高考

总成绩裸分638分，加上河南省优秀学生20

分的加分后，总成绩658分，成为河南省文科

双料状元。

平时很少考第一

在班主任李素红的印象中，这个高个子

女孩儿平时很少考年级第一，但一般都稳定

在前五名，心态也十分稳定。

“虽然她平时很少考第一，但她完全有这

个实力，加上考试发挥正常，取得这样的成绩

也在意料之中。”李素红说，王子瑾是班上最

守时的学生之一，上学从来不迟到早退。上

课时，她是最专心的一名学生，总是积极配合

老师，同时又能独立思考。她养成了良好的

学习习惯，课前预习，课后一定要复习，把做

错的题收集起来，分析做错的原因，理解记

忆，而不是死记硬背。

她是爱读书、看报纸的“乖乖女”

王子瑾出生于内黄县一个教育世家，爷

爷奶奶、姥爷姥姥都从事过教育工作，妈妈也

是一位教育工作者。

“让人很省心。我们很少管教。”在父亲

王运安眼中，女儿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从小

就很聪明，尤其爱读课外书。

在王运安的记忆中，王子瑾上小学、初中

时，她母亲还能勉强辅导孩子，到了高中，几

乎就没有辅导过。

“子瑾很爱读书，特别对《环球人物》和报

纸感兴趣。”父亲王运安说，每当看到孩子“爱

不释卷”时，自己心里很是高兴。

“我们从来不刻意地要求孩子，只是尽可

能地给她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用自己

的身体力行为孩子做个榜样，让她养成一个

学习的习惯。”父亲王运安在谈到家庭教育对

孩子的影响时说。

她是一个对学习很“较真”的人

王子瑾是个对学习很“较真”的人，同桌

李库晴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数学考试中，王子

瑾考了近满分，其中一道10分的数学题，王

子瑾得了9分。“在同学们眼中，考这么好，丢

1分也没什么，可她硬是缠着老师把丢掉1分

的原因找出来。”李库晴说，几乎每次都是这

样，她一个问题也不放过。而下课后，还没等

老师走，王子瑾就会上前“缠住”老师，将自己

没有弄明白的问题当场解决，绝不拖到下一

堂课。

说到考取高分的“法宝”，同学老师总结，

她认真、善于钻研。王子瑾则非常谦虚地说：

“我觉得我的成绩和老师分不开。”

焦作市星源奶业专业合作

社的负责人张胜利打来电话说：

2012年我们在沁阳市紫陵镇开办

了星源奶业专业合作社，承包了

50多亩土地，先后投资70万元建

设了能够容纳300多头奶牛的场

房和专业化挤奶厅。现在合作社

急需100万~200万元，用来购进

奶牛。为了能贷到款购买奶牛，

我几乎跑遍了沁阳所有的银行，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江南村镇银

行……都失望而归。不是因为没

有可抵押的房产，就是因为不符

合其他贷款标准。最令人无奈的

是农业银行，2012年7月我去当

地农业银行询问，工作人员告诉

我，没有房产等抵押的情况下可

以申请100万元以下贷款，但需要

到指定的担保公司“诚信担保”公

司作反担保。我到“诚信担保”公

司询问,得到的回复却是他们只做

100万元以上的反担保业务。

本报讯（记者李海旭）“怎样吃鱼？怎样

饮茶？怎样选购放心水果蔬菜？”等一系列

食品安全知识大讲堂将于6月26日上午在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举行。省农业厅作为食

品质量安全行政监管单位之一，在食品安全

活动宣传周期间，举行了异彩纷呈的主题活

动。

6月20日，该厅举办了“农产品质量安

全分析实验日活动”和“走进瓜果蔬菜示范

园”活动,向群众演示蔬菜农药残留定性检

测实验，详细讲解优质安全农产品鉴定选

购，和怎样正确识别优劣农产品的常识。该

厅还开展了万千农产品生产者同签责任书

活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常识有奖竞答活动。

此外,省农业厅还通过网上宣传、发放

宣传册、现场咨询、有奖竞答等多种形式进

行宣传，旨在提高群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识

别能力，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努力让

人民群众吃上放心菜、放心果蔬。

王子瑾，17岁

就读学校：内黄县一中

高考成绩：总分658分

全省文科第一名

考生档案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刘超张晓霞文/图

孙寒泊，18岁

就读学校：淮阳中学

高考成绩：总分684分

全省理科第一名

禹州市范坡镇

千余亩烟叶几近绝收
烟农欲哭无泪：都是烟苗惹的祸

本报“农民贷款难系列报道”刊发后，一些农民朋友通过“何

难帮忙”栏目热线电话，诉说自己遭遇到的贷款难：

许昌县灵井镇的烟叶种植

大户韩其刚打来电话说：今年我

们承包了500亩土地种植烟叶，要

建设20台烟叶烘干设备，本来政

府说有扶持资金，但因为政策变

动，资金要到2015年才发放。因

扶持资金没有到位，这20台烟叶

烘干设备建了一半，都停掉了。

我们去了当地所有的银行想要贷

款，却因没有抵押贷不出来款。

还有1个多月烟叶就要收获了，要

是贷不来款，今年可就赔大了。

贷不来款，今年就赔大了

跑遍了所有银行，还是贷不来款

省农业厅：努力让群众吃上放心果蔬

□本报记者巴富强文/图

据新华社内蒙古四子王旗6月25日

电经天宫一号与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

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神舟十号飞船将于26

日8时许返回地面。神舟十号主着陆场位

于内蒙古四子王旗，是一块边长36千米的

正方形区域。目前，飞船主着陆场参试设

备工作稳定，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船返

回搜索救援能力。

内蒙古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韩经纬说，

气象监测显示，主着陆场在26日凌晨2时

之前有可能会出现雷阵雨天气，但在着落

的窗口时间，即8时左右不会有雷雨天气。

25日上午，神舟十号飞船从天宫一号

目标飞行器上方绕飞至其后方，并完成近

距离交会，我国首次航天器绕飞交会试验

取得成功。

神舟十号
今日8时许返回地面

6月25日，记者从淮阳中学获悉，今年全

省理科第一名被该校学生孙寒泊夺得，他的

高考成绩是684分，不含任何加分。

因为腼腆同学平时都爱拿他开
玩笑

记者在淮阳中学富洲班（以淮阳中学校

友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王富洲命名的尖子生

班），见到了孙寒泊高中三年的班主任孙博老

师。孙博老师说，孙寒泊是班里一个很听话

的孩子，性格有点内向，同学们都认为他很腼

腆。平时班里的同学都爱拿他开玩笑，他总

是一笑了之，从不和同学们红脸。在班里他

人缘很好，男女生都能和他处得来。

孙博老师说，孙寒泊一个最大的特点是

善于思考，平时听课，他就是静静地倾听，到

他回答问题时，他的回答总有一种“语惊四

座”的感觉。对一些难题的解答，他总是别出

心裁。孙博是数学老师，他说在计算球体面

积时，孙寒泊可以使用微积分进行计算，最后

也算出了结果。“孙寒泊悟性高，勤学善思，善

于攻坚克难，疑难问题他似乎总能找到解决

的捷径，他思考问题的模式在大学里才会涉

及。”孙博老师说，今年理综和数学难度大，正

中了他的“下怀”。

孙寒泊平时言语不多，班里有什么文艺

活动，他虽然参与，但是不爱“抛头露面”。给

任课老师的印象是，孙寒泊爱动脑，爱思考，

有些题他认为理解思路就行，不一定要中规

中矩做出来。

家庭条件一般 父亲在山西收破
烂

孙寒泊是淮阳邻县郸城宜路镇人，他的

父母都是农民，没有什么文化，父亲在山西收

破烂，母亲在家里种地，家庭条件很一般。他

一直居住在淮阳县城的姨母家，开家长会都

是他姨母和姨父代替他的父母去的。孙寒泊

在高一时成绩一直保持在年级前十名，三年

来一直稳定在年级前二十名。

孙寒泊说，当时下了考场他估计可以考

到670分，实际成绩684分，考场发挥得基本

满意。

考生档案

本报讯（记者白正春）三月

犁地起垄，四月施肥栽种，五月除

草打药，六月防病浇灌。禹州市范

坡镇烟农本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劳

作，今年秋天获得一个好收成，不

料，烟苗携带的花叶病使千余亩烟

叶几近绝收，6月25日，面对河南

日报农村版记者的采访，烟农欲哭

无泪。

范坡镇是全国闻名的烟叶种

植基地。禹州市烟草公司在范坡

镇设有两个育苗基地，由市烟草公

司供种，镇烟站技术指导，属于承

包性质的农业企业。其中，岗楼育

苗基地就专门为周围的范坡村等

十几个村的烟农提供烟苗。据烟

农反映，造成他们重大损失的这批

烟苗就出自该基地。

据圈刘村七组烟农宁彩霞介

绍，烟苗从地膜中出来不久，就陆

续发现这些烟苗有问题，生长缓

慢，植株矮小，叶子泛白。有着多

年种植烟叶经验的烟农立即向村

干部反映，村支书查看后马上向烟

站报告。后来，烟站过来人看了看

说没事，要烟农们加强管理。再后

来眼看着别人的烟苗一天天长起

来了，这部分烟苗却不咋长。一些

烟农实在坐不住了就直接找到烟

站，烟站才有人说恐怕是得了普通

花叶病，回去打些药就好了。可现

在别人的烟都一米高了，这些烟还

不到一尺高。

68岁的娄东村村民王成安，

种了大半辈子烟叶，从来没遇到过

这种情况。他为记者算了一笔账：

种一亩烟叶，租地700~1000元，

犁地起垄80元，肥料300元，烟苗

50元，移栽100元，除草培土100

元，打药50元，浇水30元。“到现

在每亩地里已经投入了这么多钱，

这个损失究竟谁来补偿？”王成安

显得很是无奈。

娄东村的魏军波和魏军卿

烟田相邻。两人先后在岗楼育苗

基地买的烟苗，但不是一个大棚出

产的。现在烟叶长势泾渭分明，魏

军卿买的烟苗长势良好，而魏军波

买的烟苗却矮小枯黄。

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到范坡

镇政府了解情况，因主管副镇长到

市里开会去了，值班的乡干部说他

们“不太了解具体情况”。记者欲

采访河南省烟草公司禹州市公司

范坡烟叶收购站，可结果是“主任

休假，副主任下乡”。

据初步统计，范坡镇的圈

刘、岗娄、娄东、孔娄、山王、范

坡、村闫等7个村的烟农不同程

度遭受花叶病的危害，全镇受灾

面积有 1000多亩，而这些烟农

都是在同一时段，从同一烟苗大

棚中购买的烟苗。本报就此事

将采访中国烟草总公司河南省

公司及许昌市烟草公司，争取给

烟农讨个说法。

文科状元：内黄县一中王子瑾

理科状元：淮阳中学孙寒泊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通讯员

刘威）6月24日，信阳供电公司客

户服务人员来到浉河区谭家河乡

徐家岭村刘永家中，对他在自家房

顶上建立的居民式光伏发电站进

行勘察，为其下一步并网做准备。

据悉，该光伏发电站为信阳首

家申请并网的居民式光伏发电

站。该发电站是刘永在自家楼顶

上安装了16组光伏板，整个家用

光伏发电系统最大输出功率6千

瓦，如果光照度好的话，1个小时

最多可发电5千瓦时。该客户计

划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的方

式，以220伏电压等级并入电网，

把多余的电卖给供电公司。

据刘永介绍，他是看到国家鼓

励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的优惠政策，

才积极投资建设了这个小型光伏

发电站。

信阳农民刘永
建成“家庭发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