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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全省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杰）2 月
24 日，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党风
廉政建设电视电话会议，深入贯彻十九
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和全国公安机关
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电话会议、十届省纪
委六次全会精神，总结去年工作，分析
当前形势，部署今年任务。省公安厅党
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朱海军代表厅党
委讲话，驻厅纪检监察组组长、厅党委
委员赵宁军作工作报告，厅党委委员、
副厅长、政治部主任高万象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全省公安机关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
牢把握党在新时代的建警治警方针，进

一步扛稳扛牢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政治
责任，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
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加强政治建
设，着力锻造忠诚警魂，坚决做到党中
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
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切实把
“两个维护”落实到公安工作和队伍建
设的各方面全过程。
会议要求，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倡
廉，着力深化标本兼治。全省各级公安
机关要坚持“当下治”和“长久立”相结
合，织密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弘扬廉洁
文化，夯实拒腐防变思想根基，真正做
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铁腕正风肃
纪，着力弘扬新风正气。全省公安机关
要毫不松懈纠治“四风”，大力整治顽瘴
痼疾，切实解决好涉及公安机关的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要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切实加
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激励党员
干部担当尽责、干事创业。
会议要求，要坚定不移压实主体责
任，着力提升监督效能。全省公安机关
要加快构建横向监督与条线监督相结
合、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与派驻监督
责任相协调的新时代河南公安特色大
监督格局。

鹤壁市委政法工作暨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强调

增强建设平安鹤壁、法治鹤壁的紧迫感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陈嫣）2 月 26 日，鹤壁市委政法
工作暨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
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关于政法、
平安建设、全面依法治国（省）和信访工
作等系列会议精神，总结 2020 年工作，
部署 2021 年任务。市委书记马富国出
席并讲话、市长郭浩主持。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唐献泰，副市长、市公安局

第 八 批“ 全 国 民 主 法 治
示范村（社区）”名单公布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董景娅）2
月 26 日，河南法制报记者从全省法治乡
村建设电视电话会上获悉，司法部、民
政部近日公布了第八批“全国民主法治
示范村（社区）”名单，我省登封市告成
镇曲河村、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北下街街
道代书胡同社区等 68 个村（社区）上榜。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每
两年评选表彰一次，截至目前，我省获
此荣誉称号的村（社区）已达 247 个。

附：第八批“全国民主法治示
范村（社区）”
名单（河南）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北下街街道代
书胡同社区
郑州市中原区林山寨街道百花社区
登封市告成镇曲河村
新密市荷堂镇小刘寨村
开封市祥符区罗王镇罗王村
开封市龙亭区北道门街道北道门社区
杞县邢口镇杨屯村
尉氏县庄头镇韩集村
新安县铁门镇刘杨村
宜阳县张坞镇平北村
汝阳县城关镇三角社区
嵩县黄庄乡三合村
洛阳市西工区西工街道014中心社区
宝丰县赵庄镇大黄村

局长罗锴，市中级法院院长刘明，市检
察院检察长牛晓丽等参加。
会议指出，要清醒观大势，增强建
设平安鹤壁、法治鹤壁的紧迫感。要在
总结成绩中坚定信心决心，在察形辨势
中驾驭复杂局面，在把握大局中明晰方
向，努力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会议强调，要誓夺“长安杯”，推动
平安鹤壁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下好“先
手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勇于“出重
拳 ”，坚 决 护 卫 人 民 安 宁 ；打 好“ 主 动

仗 ”，全 力 处 置 矛 盾 纠 纷 ；当 好“ 排 头
兵”
，持续提升治理效能。
会议强调，要打好“法治牌”，绘就
全面依法治市壮阔画卷。聚焦科学立
法，以良法促善治；聚焦严格执法，以法
治优环境；聚焦公正司法，以正义护和
谐；聚焦全民守法，以普法筑基石，着力
解决突出问题，
全面提升法治水平。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党的
领导，夯实工作责任，练就过硬本领，锻
造铁军队伍。

我省 68 个村（社区）上榜
鲁山县昭平台库区乡东许庄村
叶县叶邑镇兰庄村
平顶山市湛河区姚孟街道阳光苑
社区
安阳市文峰区永明路街道汪家店村
汤阴县白营镇北陈王村
内黄县后河镇余庄村
林州市采桑镇涧东村
鹤壁市鹤山区鹤壁集镇王家荒村
鹤壁市山城区红旗街街道朝阳街
南社区
新乡市凤泉区潞王坟乡五陵村
新乡市红旗区洪门办事处诚城社区
新乡市牧野区王村镇善河村
新乡县翟坡镇东大阳堤村
沁阳市沁园街道联盟街社区
焦作市山阳区定和街道丰收社区
温县温泉街道西南王村
清丰县固城镇刘张庄村
南乐县城关镇西街关社区
台前县侯庙镇许集村
许昌市建安区新元街道镜湖社区
禹州市钧台街道三里社区
长葛市增福镇申店社区
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乡姬崔村
漯河市郾城区新店镇齐罗村
三门峡市陕州区西张村镇人马寨村
灵宝市城关镇西华村

西峡县莲花街道莲花社区
方城县拐河镇东大麦沟村
镇平县雪枫街道大奋庄村
内乡县城关镇清真寺村
社旗县李店镇寇楼村
民权县绿洲街道史村铺村
宁陵县阳驿乡潘集村
商丘市睢阳区新城街道金世纪社区
柘城县长江新城街道北门社区
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清淮移民新村
罗山县楠杆镇田堰村
淮滨县谷堆乡朱湾村
商城县赤城办事处三里桥社区
太康县老冢镇刘寨村
沈丘县白集镇张单庄村
周口市淮阳区城关回族镇从庄村
郸城县汲冢镇丁寨村
西平县西洋店镇尹湾村
驻马店市驿城区蚁蜂镇彭楼村
遂平县阳丰镇阳丰村
汝南县宿鸭湖街道十里铺社区
济源市玉泉街道竹峪新村
巩义市紫荆路街道政通路社区
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
汝州市风穴路街道塔寺社区
长垣市常村镇常东村
永城市高庄镇车集村
新蔡县李桥回族镇狮子口村

驻豫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

访谈录

“芯”怀远大
开启征程
—— 访 十 三 届 全
国人大代表、芯片专家
吴远大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园园
通讯员 付海波 孙涛
信息技术是国家科技进
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全国人大代表吴远大是
一名芯片技术专家。从 2010
年开始，他带领技术团队构建
了从芯片设计、晶圆制造、芯
片加工与封装测试的 IDM 全
流程业务体系和先进的工艺
平台，研发的 PLC 型光分路器
芯片和阵列波导光栅芯片实
现国产化和进口替代，产品已
经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
用。无源光分路器填补国内
空白，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
2021 年初获得工信部公布的
第五批单项冠军示范产品认
定。
10 余年来，与国外巨头们
同台竞技中，吴远大带领的技
术团队不断取得新成就。吴
远大表示：
“ 如果说 PLC 芯片
是跟跑国外企业的话，那么阵
列波导光栅芯片实现了并跑。
下一步，我们的目标就是努力
实现领跑。
”
他为我国信息建设
和信息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先后被授予“鹤壁功臣”
“全国
劳动模范”
等荣誉称号。
吴远大说，
近些年，
我国的
芯片技术取得了不少成就，但
国家发展中需要的几百种芯片
有很多还是需要进口。美国的
技术封锁和禁运愈发严重。一
旦被卡脖子，核心技术受制于
人，我们的发展随时可能会被
人反制。必须让“芯”更强，才
能让祖国和民族更强。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他始
终专注着芯片梦想，多次建言
献策，提出人才培养、科技创
新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 筹建
国家级光电子工程中心和产
业中试平台”
“ 积极引进行业
优势高校和研究院所科技人
才到鹤壁民营企业担任科技
副总”等建议，被吸纳列入政
府工作计划。
吴远大说，下一步将紧紧
围绕国民经济重大战略需求，
规划中长期发展战略，聚焦光
通信、数据中心、泛在电力物
联网、广电与视讯、新能源与
石化、医疗、轨道与交通、工业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十大领
域，发挥“芯”优势，培育新动
能，努力弥补芯片短板，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
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