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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2月 18日，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在郑州会
见了诺基亚大中华区总裁、诺基亚贝
尔CEO马博策一行。

黄强首先向马博策一行来访表示
欢迎，并介绍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黄强说，诺基亚是全球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企业，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与诺基亚的合作。自 1995 年诺
基亚进入河南以来，双方合作不断深
化，河南已成为诺基亚在中国最大的
单一市场；诺基亚全球三大服务交付
中心之一落户郑州，为全球多个国家
运营商、近 1/3 用户提供移动宽带网
络远程管理、系统集成维护等服务。

黄强指出，河南国家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为双方
全面深化合作创造了难得机遇。希望
诺基亚将郑州纳入企业全球发展战略
布局，优先在郑州布局新业务，通过共
同打造 5G精品网络、加快培育 5G融
合应用、建立 5G展示和交流中心等，
持续深化在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工
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合作。

马博策表示，实地参观考察郑州智
慧岛后，河南的发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诺基亚将以实际行动支持郑州“5G
先行、5G优行”，积极推动双方在5G、人
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加快构建5G产
业链，助力河南实现高质量发展。③8

本报讯（记者 冯芸）2月 18日，全
省组织部长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贯彻落实全国组织部长会议
和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议精神，
总 结 2018 年 工 作 ，安 排 2019 年 任
务。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孔昌生出席
会议并讲话。

孔昌生指出，今年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关键之年，也是全国、全省组织工
作会议精神的落实之年。要树牢“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把担
当作为、狠抓落实作为主调，确保中央

部署和省委要求落地见效，为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孔昌生强调，要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内
容，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以树牢学的导向、干的导向、严的导
向为引领，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
干部队伍；以省委大抓基层基础工作为
契机，扎实推进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以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为重点，激发人才创
新创造创业活力。要认真落实新一轮
干部教育规划，高质量做好新时代干部
教育培训工作。要带头学起来、干起
来、严起来，着力建设“政治上绝对可靠、
对党绝对忠诚”的组工干部队伍。③8

本报讯（记者 李点）2月18日，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主任会议在郑
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素萍
主持会议，副主任李文慧、王保存、张维
宁、乔新江和秘书长丁巍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防震减灾“一法一条例”执法检
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的意见，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河南省见义
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贯彻执行

情况的实施方案（草案），关于河南代
表团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筹
备工作情况的汇报，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九次会议建议议程（草案）。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
和思想认识，明确分工、责任到人，严谨
细致、确保质量，严守纪律、树好形象，高
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做好河南代表团出
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筹备工作，
为代表依法履职提供服务和保障。③9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2月 18日，
省政府召开小浪底南岸、北岸灌区工
程协调推进会，副省长武国定主持会
议并讲话。他指出，各相关单位要卡
准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加快进度，确
保工程按时开工。

武国定强调，小浪底南岸、北岸灌
区工程是我省实施“四水同治”的骨干
工程，也是事关长远发展的战略工程、
民生工程。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
按照既定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建立台

账，加快进度；要创新办事流程，实行
联审联批，及时批复项目相关手续；要
坚持问题导向，对存在问题加强协调，
认真研究解决资金、用地和灌区收费
管理等问题，为工程顺利开工创造条
件。各相关市、县政府要及早规划设
计配套工程，科学确定开工时间，切实
做好前期工作，确保与主体工程同时
完工，同时发挥效益。项目所在地政
府要积极做好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工
作，确保两项工程按时开工建设。③9

□本报记者 周青莎

“加快推进政法队伍革命化、正规
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努力打造一
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
政法队伍”，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
过硬政法队伍的殷殷嘱托和明确要求。

2018 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全省政法系统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的重要论述，加
强思想政治建设，确保对党绝对忠诚，
内提能力，外树形象，廉洁自律，从优
待警，努力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业务过
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
高素质政法队伍，为政法机关依法履
职提供了有力保障。

加强政治建设 铸牢忠诚之魂

政法队伍肩负重大责任和使命，
打造一支高素质政法队伍，必须旗帜
鲜明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2018 年 10 月，全省政法领导干
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专题研讨班在郑州举办，
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喻红秋作开
班动员辅导，全省政法领导干部 240
余人参加学习研讨。

全省政法系统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
政治任务，开展政治轮训，采取专题
学习、专家授课、座谈讨论等形式，教
育引导广大干警全面学习、深刻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省高级人民法院围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分两期对全省
法院系统 689 名新入职人员进行培
训。省检察院对全省检察机关处级以
上领导干部进行集中轮训。省公安厅
先后举办8期专题培训班，分期分批对
全省公安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
集中培训。省司法厅对处级以上领导
干部进行集中轮训，在全省司法行政
系统开展了学习心得体会征文活动，
组织宣讲180余次，强化忠诚教育。

坚持把作风建设作为硬任务，持
之以恒转作风。省委政法委组织全省
政法机关持续开展爱民实践服务承诺
活动，在 2018年 5月 8日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
厅、省司法厅分别公布了2018年度爱
民实践服务承诺，包括户籍办理、网上
立案、法律援助等共38项。

全省政法机关持续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进一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省委政法委机关层层签订党风
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认真履行“一岗
双责”。全省政法机关认真开展“以案
促改”活动，组织党员签订承诺书，抓
好干部日常教育监督管理，精准运用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严肃查处顶风
违纪行为。同时，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动员会议精
神，以立行立改、真改实改的扎实成
效，认真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

突出专业建设 提升履职水平

业务过硬是政法队伍的立身之
本。打造一支高素质政法队伍，必须把
专业化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

2018年 10月 10日，河南省首届
审判业务专家人选公示，25名同志荣
获“全省审判业务专家”称号。省法院
开展“大学习、大调研”活动，培养专家
型法官队伍。

这是全省切实加强政法队伍履职
能力建设的一个缩影。

2018年以来，全省政法机关坚持
把能力建设作为政法队伍建设的基础
性工程，大力加强政法干警教育培训
工作。

省委政法委制定印发《2018年全
省政法干警教育培训计划》，并先后举

办政法、综治、维稳、法治、宣传等业务
培训班 26期，培训 4108 人次。省高
院组织全省法院扫黑除恶电视电话培
训会；省检察院开展岗位练兵和业务
竞赛，并对全省检察业务专家进行复
审；省公安厅围绕“扫黑除恶”等中心工
作培训民警4789人；省司法厅组织编
写《河南省监狱戒毒人民警察综合素
质培训教材》，建立98人的干部教育培
训师资库。省政法单位共举办各类培
训班377期，培训干警40755人次。

2018年，全省政法队伍进一步得
到锤炼，涌现出一大批信念坚定、执
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先进
典型——隐瞒重病 4年，在生命最后
8个月仍办结案件 121件的省高院立
案二庭副庭长李庆军；办案 1353件，
无一错案、上访案，荣获“全国模范检
察官”称号的开封市尉氏县检察院公
诉局副局长田文生；恪尽职守，抓捕持
刀抢劫犯罪嫌疑人，被授予“全国公安
系统二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的平顶
山市公安局中兴路派出所案件侦办大
队民警余歌平；不忘初心，忠诚奉献，
被司法部命名为“新时代最美监狱人
民警察”的河南省豫南监狱十五监区
监区长肖永华……省委书记王国生专
门对李庆军同志的事迹作出批示，称
赞李庆军同志是出彩河南人的代表，
是新时代的好典型。③9

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政法队伍
——全省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综述

黄强与诺基亚贝尔CEO马博策一行会谈

共同打造精品网络 加快培育5G融合应用

全省组织部长会议召开
孔昌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31次主任会议召开

确保小浪底南岸、北岸灌区工程按时开工

（上接第一版）先是试水通航产业，后
又尝试精密制造，最终将新兴产业锁
定在通航、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制造三
大领域，并把位于城区东部的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当做三大新兴产业的孵
化基地和创新平台，成立产业招商指
挥部，瞄准世界 500强、上市公司、央
企和行业龙头等四类企业，开展定点
招商、小分队招商和以商招商。市、县
（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奔赴招商一线。

通过连续不断的招商，特别是近
两年的努力，目前比亚迪、陕汽、哈工
大机器人、美国航空运动协会、盘锦中
澳等知名企业和组织的一大批机器
人、新能源汽车、通用航空产业大项
目、好项目相继落地。

通航产业发展迅猛。在安阳市城
区东部，一个集飞机生产制造、研发展
示于一体的通航产业园正在崛起。飞
天大数据中心、美国美亚飞行、北京嵩
阳正源科技、贯辰军融等一批通航新
锐已入驻。河南美鹰航空科技有限公
司的轻型运动飞机已投产，即将进行
试飞，全部达产后，每年可生产PA-6、
Allegro等各类飞机150架。

与此同时，安阳机器人产业小镇
建设也步稳蹄疾。截至目前，小镇已
建成标准化厂房 25万平方米，入驻的
两家机器人智能企业投产在即，另有7
家公司将于近期入驻。

日前，记者来到示范区，和近百名嘉
宾一同见证河南德力公司新能源汽车下
线仪式。随着台上参会嘉宾共同按下启
动按钮，该公司研发的两款新能源商用
车——轻型客车和微型卡车从舞台中
央开启的大门中缓缓驶出：银灰色车
身、流线型车头、高端精致的内饰、小巧
轻便的货厢……公司项目经理介绍，今
年4月份该车型即可全线投产，形成年
产2万辆纯电动商用车的生产能力。

在不久前结束的安阳市十一届九
次全会上，市长靳磊提出，要把制造业
转型升级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传统产
业重点落实好16个市定重点产业转型
攻坚行动，全力推动产业高端化、技术
尖端化、质量顶端化；新兴产业深入推
进以智能改造为重点的“三大改造”，集
中力量抓好智能车间建设，统筹机器换
人、生产线改造和企业上云等。

安阳转型，处处皆有好风景！③9

连日来，虽然豫中腹地雨雪不断、寒意袭人，但武警某部机动第八支队的官兵却坚持在严寒和雪中开展“擒敌”
补差训练（图为2月15日摄），旨在用恶劣环境锤炼部队，提高官兵执行多样化任务能力。⑨3 蔡霖伟 摄冰天雪地练硬功

□本报记者 周晓荷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今
年春节期间，13岁的洛阳女孩邓雅文，在央视
《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季）上，连续四期站上
擂主台，向全国观众自信地介绍着自己的家
乡，成为绽放在舞台中央最绚烂的“牡丹”。

作为一年一度的诗词盛会，《中国诗词
大会》高手如云。2月18日，邓雅文对记者
说，参加《中国诗词大会》是一次神奇、好玩
的经历，“这是一次文化盛宴，对我来说能
取得这样的成绩，没想到。”

连续四期守擂成功后，她的出色表现让
河南人为之骄傲，“吹爆邓雅文”的词条登上
微博热搜，网友们纷纷点赞：“腹有诗书气自
华”“小小年纪展示中原儿女深厚文化底蕴
和不凡风采！”采访中，邓雅文毫不掩饰对家
乡的热爱。“常言道，汉魏文章半洛阳，古都
洛阳滋润我成长。生活在这里我觉得很幸
福，参加节目时每次听到和洛阳有关的诗
词，都觉得自信、骄傲。”邓雅文说。

洛阳悠久历史文化的浸润，让邓雅文
有着浓重的诗词情结；而这座“伸手一摸是
春秋文化，两脚一踩是秦砖汉瓦”的城市，
给予她与历史“握手”最好的机会。在邓雅
文的妈妈万静慧看来，对诗词发自内心的
热爱，是雅文脱颖而出的关键。

这次愉悦的文化之旅，让邓雅文对诗
词有了新的理解：“诗词不光是一个人的世
界，还讲述了一段历史，是中华文化的瑰
宝；而传播传统文化，我们这些 00后背负
着重任。”③9

13岁洛阳女孩连续四次守
擂《中国诗词大会》

生活在河南我很幸福
□本报记者 黄晖

2月 14日，大年初十，LG杯世
界棋王战三番棋决赛决胜局在韩国
首尔收枰，刚刚二十出头的郑州小伙
儿杨鼎新以 2比 1击败来自洛阳的
时越九段，收获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
军。河南棋手双星闪耀，包揽冠亚
军。比赛结束不久，中国围棋协会
的贺电就到了，向杨鼎新和中国国
家围棋队致以热烈的祝贺，称赞杨
鼎新为“中国围棋的青春新力量”。

出生于 1998 年 10 月的杨鼎
新，5岁半时就被父亲领进了围棋
的大门。“父亲挺严厉的，他对我期
望比较高。”2月 16日，杨鼎新对记
者说，“上世纪八十年代，聂卫平在
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力助中国队连
战连捷，很多国人由此爱上了围
棋，父亲就是其中一员。”

河南地处中原，传统文化积淀
深厚，国粹围棋自然也拥有深厚的
群众基础。“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
围棋队解散，罗建文、邵福棠、陈锡
明、黄进先等名手纷纷来到河南，成
为河南围棋队的骨干力量。他们一
边训练、比赛，一边帮带小棋手，为
河南围棋带来了一段黄金发展期。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崭露头角
的刘小光、汪见虹、丰芸，到如今的
时越、周鹤洋，一个个响当当的名
字，既是河南围棋的骄傲，也昭示河
南是一片高手辈出的围棋沃土。

有严厉又懂棋的父亲，有深厚
的河南围棋底蕴加持，跟随多位名
手学棋的小鼎新没有丝毫懈怠，并
很 快 展 现 出 围 棋 方 面 的 天 分 。
2005年，不满 7岁的杨鼎新被家人
送到北京学习。

凭借天赋加努力，游学北京中
国棋院和多家围棋道场的杨鼎新
进步很快，两年多后开始创造“最
年轻纪录”：9岁 9个月通过围棋段
位赛入段成功，打破世界围棋职业
入段年龄最小纪录；12岁加入重庆
队，成为最年轻中国围棋甲级联赛
职业棋手；13 岁 6 个月折桂理光
杯，成为中国职业围棋比赛最年轻
的冠军……杨鼎新与同是 1998年
出生的棋手辜梓豪、谢尔豪、李钦
诚并称“九八四杰”，年少的他也定
下了目标——拿下世界冠军。

然而，就在老师、前辈、父母充

满期待时，杨鼎新却在随后的几年
里迟迟不能跻身中国职业围棋顶
尖高手之列，甚至一度沉寂。

如今回首那段低谷时期，杨鼎
新为自己最终实现突破总结出的
关键词是心态和努力：“后来成绩不
太好了，就发现成绩好的那两年其
实不足还很多。之后几年同龄人成
绩都比我好很多，我确实压力也比
较大。最近这两年，我感觉心态比
较平稳了，别人拿冠军我就学习一
下，勉励自己，然后努力去下棋。”

“职业围棋之路像过独木桥，
需要天赋、机缘甚至一点运气，还
有不懈的努力和发自内心的热
爱。”杨鼎新说。

2017 年年底到 2018 年年初，
随着“九八四杰”中的辜梓豪、谢尔
豪相继夺得世界冠军，状态重启升
势、等级分屡进前十的杨鼎新再次
进入人们的视野，家乡的棋迷也期
待他早日破茧成蝶。

杨鼎新没让棋迷失望。本届
LG 杯世界棋王战，他一路过关斩
将，首次闯进世界大赛决赛并战胜
年长自己 7岁的河南老乡时越，夺
得冠军，实现了职业生涯的突破。
这也是继 2013 年时越捧杯后，河
南棋手获得的第二个LG杯冠军。

15年时间，不懈努力的杨鼎新
从一个天才棋童成长为世界冠军，在
黑白世界中绚丽绽放，河南围棋的灿
烂星河也添了一颗闪亮的新星。③8

中国围棋的青春新力量

安阳 持续转型“转”出高质量

2月 18日，河南
省曲协走基层送欢
笑惠民演出活动在
许昌市建安区北海
公园精彩上演，演出
名家荟萃，好戏连
连。⑨6 牛书培 摄

来自河南的冠军杨鼎新（右）
和亚军时越在颁奖仪式上合影。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