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伏瞻在许昌市调研时强调

加快产业升级 推动结构转型
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见证法制进程 建设法治中原

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朱殿勇）８月９日
至 10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
到许昌禹州市和襄城县调研，他强调，要坚决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精神，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质量效益谋转

型、瞄准市场需求促改革，坚定不移地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敢于担
当、善于作为、狠抓落实，加快产业升级，推动
结构转型，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谢伏瞻先后到禹州市、
襄城县调研，
深入产

业园区、
贫困乡村和特色小镇，
察看企业生产、
脱
贫攻坚和城镇建设，
了解转型升级、
市场开拓和
经营效益等情况，
指导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入驻禹州市医药健康产业园的天源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以青蒿素为主的中药
提取以及中药饮片、
制剂的生产。
（下转02版）

省法院院长张立勇到扶贫联系点调研

确保如期全面完成脱贫任务
本报讯（首席记者 吴倩）8月9日，
省法院党
组书记、
院长张立勇到扶贫联系点内乡县进行
调研。省法院副巡视员程慎生，
南阳市委副书
记王智慧，
南阳市中级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庞景
玉等陪同调研。
张立勇首先来到内乡县余关镇子育村，
先
后到贫困户杨武增和张黑蛋家进行看望慰问。
在每一个贫困户家中，
张立勇都亲切地与他们
拉家常，
耐心地询问他们的工作、
家庭收入等情
况，
鼓励他们树立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询问

他们家中还有什么困难，
并叮嘱当地一定要帮
助贫困户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让贫困户感
受到党的富民政策带来的实惠，
过上幸福生活。
张立勇还听取了内乡县委书记李长江关于
内乡县扶贫工作的情况汇报，
听取了省、
县有关
部门关于扶贫项目建设特别是精准扶贫企业的
相关情况介绍。张立勇对内乡县在扶贫工作中
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张立勇说，
要把扶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
从讲党性、
讲政治的高度重视扶贫工作。要充

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的
重大意义，
充分认识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性紧
迫性，
使贫困地区的群众不断提升幸福感和获
得感。党员干部一定要把职责扛在肩上，
把任
务抓在手中，
胸怀强烈的群众情怀和责任感、
使
命感，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确保如期全面完成
脱贫任务。要把握好脱贫攻坚正确方向，
防止
层层加码，
防止形式主义，
防止虚假脱贫。希望
内乡县在完成扶贫攻坚任务的前提下，
创新工
作，
深入挖潜，
创造出扶贫工作的模式和品牌。

省检察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7·26”重要讲话精神，蔡宁强调

弘扬检察好声音 凝聚法治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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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首席记者 吴倩 通讯员 吕峰）8月9
日，
省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蔡宁主持召开党
组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
“7·26”
重要讲话以及省纪委印发的《全省开
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制度建设
“回头看”
工
作方案》等文件精神。
蔡宁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提出
了一些新的重要思想和重要观点、
重大判断、
重
大举措，
具有很强的思想性、
战略性、
前瞻性、
指
导性，
实际上是为党的十九大召开做政治动员、

思想动员。全省检察机关要把学习贯彻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好。
对下一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讲话精神，
蔡
宁提出四点要求：
一要组织全省检察干警认真
学习、
深刻领会，
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
，
增强维
护核心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要以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
结合实际，
扎实
做好各项检察工作，
不断推动各项检察工作实
现新的创新发展，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三是省检察院机关分管领导、
各部
门负责人要落实好
“一岗双责”
，
在抓好分管部
门、
本部门工作的同时，
管理好分管部门、
本部
门检察干警，确保检察队伍不出问题、少出问
题。四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充分认识意
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意识形态是指
导思想、
行动指南，
指引前进方向。要认真贯彻
党中央、
最高检、
省委决策部署，
抓好检察机关
意识形态工作，
弘扬检察好声音，
凝聚法治正能
量，
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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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村入户送平安

推荐 阅读

连日来，浚县公安局屯子派出所组织民
警深入辖区乡村，开展走村入户送平安活
动，通过散发宣传资料、现场传授等方式，面
对面向留守妇女和老人宣传讲解各类防骗
知识，增强他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识骗、防
骗能力。图为昨日，屯子派出所民警在辖区
向留守老人宣讲识别假币的方法。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蒋玉河 摄影报道

我 省 11 个 部 门
共同发力

搭建监管平台
优化网购环境
【详见 03 版】

今天，全省晴天到多云。
上午，我省东部、南部部分地
区有雾；夜里，西部、南部多云
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
雷阵雨，其中信阳地区有中到
大 雨 ，雷 雨 时 伴 有 短 时 强 降
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全省
偏南风 2 到 3 级，最低温度 19
摄氏度，
最高温度 37 摄氏度。
郑州市，晴天到多云，24
到 37 摄氏度。

砥砺奋进的

年

“全省政法系统扎实推进平安河南建设、河南法治建设、过硬政法队伍建设，
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大型主题报道

2016 年，全省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按照省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蔡宁提出的“理性监督、注重质量、讲究方法、提升效
果”工作理念，积极履行职责，各项业务取得骄人成绩：查办职务犯
罪案件数、核查纠正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数、办理羁押必要性审
查案件提出建议被采纳率、书面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违法
或不当数均居全国前列。在全国刑事执行检察四项核心业务中，
河南省检察机关是唯一全部进入前 10 名的省级单位。
2017 年 1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执检厅专门向省检察院发函祝
贺。河南省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可喜的成绩？
记者近日走进河南省检察院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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