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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1
日上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党的政
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取得全
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巩固发展反
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一体推进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
系，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坚决贯彻落实到位，以优异成绩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
书、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
记赵乐际主持会议。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把
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化运用监督执
纪“四种形态”，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
利，着力惩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完善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取得了新的重大成
果，为实现党和国家事业新发展提供了坚
强保障。一年多来，经过全党共同努力，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全方位加强，全面从严治
党实效性不断提高，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
改善，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焕发出更加强
大的生机活力。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
党的领导、从严管党治党，探索积累了宝
贵经验。这就是，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
行动统一；必须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
务必从严，确保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中流砥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确保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持
改革创新、艰苦奋斗作风，确保党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必须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
斗争，确保党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
看到，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
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
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
胜利的关键所在。只要我们始终不忘党的
性质宗旨，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以
刮骨疗毒的决心和意志消除一切损害党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就能够形成党长
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强调，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我们
要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继续推进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习近平就此提出
6 项任务。一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不断强化思想武装。坚持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经常对
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各级党组织要旗
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
进到哪里，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二是加
强党的政治建设，保证全党集中统一、令
行禁止。要贯彻落实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活若干准则，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
化。要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
要任务。各地区各部门党委 （党组） 要履
行主体责任，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
动向新表现，拿出有效管用的整治措施。
三是弘扬优良作风，同心协力实现小康。
要把刹住“四风”作为巩固党心民心的重
要途径，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歪风陋
习要露头就打，对“四风”隐形变异新动
向要时刻防范。四是坚决惩治腐败，巩固
发展压倒性胜利。要坚持靶向治疗、精确
惩治，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着力查处的重
点对象，紧盯事关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的
重大工程、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加大金

融领域反腐力度，对存在腐败问题的，发
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要深化标本兼治，
夯实治本基础，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五是强化主体责任，完善监
督体系。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高质
量推进巡视巡察全覆盖，发挥派驻机构职
能作用。各级党委 （党组） 特别是书记要
强化政治担当、履行主体责任，把每条战
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
体、抓深入。六是向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亮剑，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做
深做实做细市县巡察和纪委监委日常监
督，在实践中拓展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
风问题工作，从具体人、具体事着手，将
问题一个一个解决。

习近平指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是具体的
不是抽象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
须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审视自己、要求自
己、检查自己。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必须
坚定坚决、不折不扣、落实落细。要严守
政治纪律，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
前，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心底无
私，正确维护党中央权威，对来自中央领
导同志家属、子女、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
特定关系人的违规干预、捞取好处等行
为，（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赵乐际主持会议
本报记者 史文生

一艘装满国隆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装配式
房屋配套材料和装饰材料的
35个集装箱货船停靠在上海
港，近日将起航前往印度尼
西亚美娜多。

据该公司董事长王卫灯
介绍，这是国隆科技首次将
VR 智能集成房屋销往国外
市场。

国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装配式建筑配套材
料研发、生产、销售、咨
询、服务为一体的民营企
业，在我省率先建立了装配
式建筑及配套材料工程技术
研发中心和装配式建筑绿色
建材河南省工程实验室，先
后获得中国中小企业创新
100 强、河南省装配式建筑
配套材料智能生产车间、河
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阿里
巴巴“金品诚企”等称号，
拥有装配式建筑与配套材
料相关的 22 项实用新型与
发明专利技术，在市政工
程、住宅别墅、文旅项目
等领域具有独特优势，产
品和服务已覆盖全国多个
地区，并以“一带一路”产
业化布局为导向，积极开拓
国际市场。

去年 8 月，国隆科技与
耀星国际·印尼集团签订总
投资约 2 亿美元的美娜多旅
游屋发展项目。该项目包括
冈嘎岛五星级酒店度假村、
MMtravel山顶公园综合度假

设施、Kmio Bajo 度假酒店
配套工程、Bahu by 办公大
楼改建工程 4 个项目，一期
工程造价约5000万美元。

为何选择国隆科技？印
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投资
委 员 会 主 任 Henry Kaitjily
说，美娜多目前每个月接待
中国游客1.2万多人次，且呈
现上升趋势，落后的基础设
施和接待能力亟待完善和提
升。国隆科技的到来，为其
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供了可
能。

耀星国际·印尼集团法
人杨希华说，国隆科技的
VR 智能装配式房屋实现了
产品标准化、供应系列化、
生产工厂化、施工装配化、服
务定制化，这种流水线上“生
产”房子、“搭积木式”造房子
的装配式建筑，尤其适用于
美娜多复杂的海岛地形。

目前，国隆科技部分施
工人员已到达美娜多，只等
1000多套别墅装配材料到达
即可开工建设。

王卫灯表示，美娜多度
假屋项目的落地，只是国隆
科技走出去的第一步。去年
10 月，该公司与新加坡铨
达旅游公司签订了总投资
约 4 亿美元的印尼民丹岛旅
游开发项目，前期勘探工
作已全面展开。国隆科技
将不断发挥产品优势、科
技优势和服务优势，深耕
东盟市场，同时努力拓展
西 亚 、 南非以及欧洲等区
域，让更多的“河南智造”
服务全球市场。①3

国隆“智能房屋”出海记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公益无限，舞动怀川。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璀璨的灯
光，但有直抵人心的演出，有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热情观众。
1月10日上午，市文化馆、市曲艺家协会“红色文艺轻骑
兵”到中站区府城街道店后村演出。突然“造访”的演出队
伍，带给村民意外的惊喜。

“红色文艺轻骑兵”原计划是到附近另一个村演出的，
但该村负责人临时有事爽约。演员们随即到了店后村，以天
为幕、以地为台的演出就这样开始了。

听到激昂的音乐声，村民从四面八方赶来。一会儿工
夫，“舞台”前就围满了人。这是一台以戏曲、曲艺为主，
以非遗项目为特色的公益演出。豫剧《朝阳沟》选段《上
山》，迅速拉近了演员和观众的距离。山东快书以及焦作方
言快板书诙谐、幽默，逗得观众哈哈大笑。神奇的变脸节
目，让人惊叹于变脸艺术的无穷魅力。河南坠子《有钱难买
亲爹娘》寓教于乐，让观众在欣赏河南坠子的纯美、甜脆时
受到了深刻教育。

参加这场演出的演员中，有夫妻档——我市著名河南坠
子表演艺术家狄宗霞和丈夫宿天国，有父子档——我市著名
山东快书演员闪海鹏和他的儿子、青年相声演员闪志博，还
有女足国脚娄佳惠的父亲娄昊奇，可以说是看点多多。

“这么冷的天演员还来村里演出，真是难为他们了。俺
妈今天可高兴了，她最爱看戏。”该村一名村民开心地说。

“这是我们新年演出中观众最多的一次。观众需要演
员，我们也需要观众，这趟没白来！”一名参与演出的演员
说。①3

“红色文艺轻骑兵”走进店后村

本报记者 张 蕊

文艺演出、体检义诊、法律咨询、科普宣传、农业科学
技术指导……1月10日，贫困村马村区安阳城街道庞冯营村
村委大院热闹非凡，该区 2019 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集中示范活动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有关单位的30余名服
务人员集中开展了惠民服务活动。

随着开场戏曲《朝阳沟》选段《亲家母》开唱，文艺演
出正式开始，一个个节目轮番上演，掌声、笑声此起彼伏。
活动中，马村区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疼痛科、内科等工作人
员为群众免费义诊、测量血压，得到群众一致好评。区司法
局工作人员开展法律咨询、宪法宣传，还免费为群众发放纸
抽、手提袋、围裙等生活用品。

村民们在大院里排起长队，有的在等待体检，有的高兴
地领取宣传资料，还有的现场咨询法律方面的知识。一位村
民高兴地说：“俺今天量了血压，学到了高血压预防常识，
还领了一个围裙呢。这样的活动真实惠！”

据悉，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围裙、纸
抽、手提袋等生活用品1000余份，提供科普咨询、农业技
术咨询150余人次、义诊服务300余人次。①3

“三下乡”送福贫困村

昨日，村民走在沁阳市沁五公路太行街道西义合村休闲游园的甬道上。沁五公路是沁阳市重要道路之一，
该市在创建“四好农村路”活动中，结合沿路特点，因地制宜规划、建设了10处游园，并对群众开放。

本报记者 杨 帆 摄

本报记者 李 秋
本报通讯员 赵蜘莅

春节临近，博爱县大迈
电子商务公司总经理吴守河
每天都要和员工们讨论营销
方案，为年前的年货“大甩
卖”作准备。

自2015年涉足农村电商
后，老吴可谓博爱电商界的

“牛人”，不仅培养出“澡巾
哥”“花仙子”“丸子姐”这
些草根电商创业明星，还参
与打造了多个农特产品网络
爆品。其中，最值得他自豪
的就是“晒伏姜”。

“晒伏姜”即在三伏天里
把姜进行晒制，是怀庆府一
带流传数百年的古老手工
艺，对女性痛经、宫寒、手
脚冰凉以及老寒胃、伤风咳
嗽有奇效。“晒伏姜”的制作
工艺复杂，需在三伏天萃取
姜汁，和红糖等药食同源类
产品混合后持续暴晒十几
天，还要每隔两个小时用木
勺搅拌一次，才能制出成
品。挖母姜、晒制等流程都
必须在酷暑难耐的季节进
行，极易中暑，年轻人大多
不愿学习，掌握这门手艺的

“老把式”也越来越少。
老吴用了半年多时间研

究“晒伏姜”，深入挖掘其背
后的文化底蕴，他制作的公
益宣传片《晒伏姜》，点击量
超过100万次。“晒伏姜”也
因此被诸多媒体关注，有多
家外商代表到博爱洽谈合作
事宜，当地政府也制定了相
应的扶持政策，并安排部门

负责开展具体工作。
说到“晒伏姜”，就不得

不提它的原材料怀姜。怀姜
已有 1600 多年的栽培历史，
在老吴等一大批人的努力
下，怀姜“触网升级”，实现
了前端种植面积的扩大和种
植户增收，带动了中间加工
业群体的扩大和后端销售、
包装、物流等服务业规模的
跟进，从而实现了农户包括
贫困人口的增收。博爱县怀
姜种植面积近 3 年来连年翻
番，怀姜加工企业由 3 年前
的 1 家发展到了现在的 23
家，涌现出怀姜创客公社、
怀姜源等全产业链怀姜生产
龙头企业，参与到怀姜产业
发展各环节链条的人口在万
人以上。

“杜掌门讲话理太偏，谁
说伏姜太简单。姜膏不孬颜
色好，滴水成珠丝不断。恁
要手脚凉，还有胃冷寒，一
次一勺就保你身上暖。”去年
11月25日，老吴哼着豫剧出
现在 CCTV- 7 《食尚大转
盘·识材有道》 第二季中，
他带的“晒伏姜”也在众多
农产品中脱颖而出，再次成
为万众关注的焦点。同年，
老吴受邀参加第三届中国农
村电子商务大会，并获得

“2018 中国农村电商致富带
头人”称号，全国获得此称
号的仅有100人。

电商的无限市场扩大了
老吴的视野，他下定决心要
不断摸索、挖掘、打造博爱
特色农产品，带动更多的农
民增收，让电商红利普惠千
家万户。①3

老吴与“晒伏姜”的不解缘

本报讯（通讯员李良贵）“周
一糊涂面条、周二米饭烩菜、周三
包子甜汤……自从社区设立了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我们二十几位老
人每天都能吃上营养午餐，党和
政府为老年人办了一件大好事、
大实事！”昨日，解放区焦北街道
花园街社区居民李桂凤老人动情
地说。

花园街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是近日新建成的社区居家养
老 服 务 中 心 ， 面 积 1000 余 平 方
米，有书画室、图书室、健康保

健 室 、 棋 牌 室 、 助 餐 室 等 功 能
室，可为老年人提供日常休闲娱
乐及助餐、理发、医疗保健、生
活照料、心理咨询等服务，还可
为 有 需 求 的 老 年 人 提 供 上 门 服
务。为了提高服务质量、丰富服
务内容，社区助老志愿者也参与
了该中心的日常运行和服务，满
足广大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生
活和文化生活需求。

据了解，去年年初以来，解
放区大力推进社区养老服务全覆
盖，在辖区有场地的社区新建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提供餐饮、
文化娱乐等服务，打造全方位养
老服务综合体，努力使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成为老年人的温馨港
湾。截至目前，焦北街道花园街
社区、民主街道民权街社区、民
主街道焦作街社区、上白作街道
小庄社区、七百间街道太行西路
社区、王褚街道都市花园社区、
焦南街道平光社区等已建成社区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总计 1000
余名老年人享受了全托或半托养
老服务。①3

解放区大力推进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

嫦娥四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