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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中看河北

第十三届全运会
河北代表团成立

省级行政许可事项 5年减少 1005项
市县两级年内全部实现1枚公章管审批

本 报 讯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决定对孙
政才同志涉嫌严重违纪
问题进行立案审查。当
天晚上，省委召开常委
会（扩大）会议，传达学
习党中央决定。与会同
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
党中央关于对孙政才同
志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
行立案审查的决定，坚
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
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赵克志主持会
议并讲话。

会议认为，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周
永康、薄熙来、徐才厚、
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
违法违纪问题的查处充
分说明，我们党始终坚
持纪律面前一律平等，
决不允许党内存在不受
纪律约束的特殊组织和
特殊党员。党中央决定
对孙政才同志涉嫌严重
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
查，充分表明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
治党的鲜明态度和坚定
决心，充分说明加强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永远在路上。省委、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
省政协和全省各级党组
织坚决拥护党中央决
定，坚决维护习近平总
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

会议要求，全省广
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切实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
齐意识，始终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各级领
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
干部要旗帜鲜明讲政
治，提高政治站位，严明政治纪律，对党绝对忠诚，在重大原则问
题和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立场坚定，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
坚定理想信念，加强自我省察，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
力、抵腐定力，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把思想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的科学判断
和决策部署上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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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克志主持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张晶） 7 月 26 日，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河北代表团在石
家庄成立。代表团共 500 余人，其中
运动员 430 余人。本届全运会河北代
表团的目标是：充分展示燕赵儿女的
优秀品质、道德风尚和竞技水平，争
取更大突破。

全运会是国内水平最高、规模最
大的综合性运动会。第十三届全运会
将于 2017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8 日在天
津举行，共设 32 个大项、409 个小
项。我省运动员目前已取得 24 个大
项、206 个小项的决赛资格 （不含青
少年组等）。（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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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省 领 导 干 部 会 议 与 会 同 志 重 温 学 习
习近平总书记正定工作期间主持制定的“六项规定”

本报讯 （石翊人） 7 月 26 日下
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
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任范照兵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了省人大财经委员会关于
河北省2016年省本级决算及全省总决
算的审查结果报告和财经委员会代拟的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16年省本级
决算的决议（草案），决定将决议（草案）
提交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闭幕会表决。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兰翠、王
刚、张杰辉、宋太平、王雪峰，秘书长赵
曙光出席会议。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主任会议

本报讯（石翊人）7 月 25 日，省人
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
贯彻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精神。省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范照兵
主持会议，党组副书记王增力，副主任
马兰翠、王刚、张杰辉、王雪峰，秘书长
赵曙光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此次全省领导干部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和对河北工作的重要指
示，认真总结一年来的工作，精心部
署下一阶段的任务，内容丰富，意义
重大。人大机关和人大系统要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会议精神，
努力做到学在深处、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
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

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指示要求，积极
看待我省改革发展取得的明显成绩，
进一步增强加快改革发展的信心和决
心。要紧紧围绕“聚焦三大任务，推
动两翼发展”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
人大实际，统筹做好立法、监督、重
大事项决定、代表等各项工作。要切
实改进领导作风，强化核心意识，加
强理论武装，坚持实干实政，加强督
促检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为
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贯彻
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精神

切实改进领导作风
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本报讯 （本报记者） 在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唐山并发表重要讲话一周年
之际，7 月 24 日至 25 日，省委召开全
省领导干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河北工作的
重要指示，认真总结一年来的工作，
精心部署下一阶段的任务。会议强
调，要用心体会总书记的一片深情，
以认真改进领导作风抓好各项工作落
实。会上，与会同志重温学习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主持制定的
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六项规定。

1983 年正定县委换届后，作出了
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六项规定：

一、总揽全局，抓大事。要把主
要精力放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贯彻执行上，自觉地在政治上同党中
央保持一致。县委的工作，要统筹兼
顾，突出重点；对每个时期的工作重
点，县委成员要同心以对，协力以
保，既认真搞好自己分管的事项，又
保证全局工作顺利完成。县委既要加
强统一领导，又要大力支持县政府和

各职能部门积极大胆地行使职权，保
障他们根据党的政策和县委安排，创
造性地开展工作。对于会议、接待等
项活动，由涉及到的常委或负责人主
持、出面，不干扰全局。

二、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作实
效。要在调查研究上狠下功夫，实现
新的突破。县委常委都要在农村和厂
矿学校建立若干个联系户和联系点；
每年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深入基
层，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每人
每年要有计划、有目的地摸透几件
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亲自
或主持写出两篇以上有指导意义的文
章。常委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
要有主动和果决精神，不把自己应该
而且能够处理的事情，推给书记或提
交常委会解决；批复或答复问题，一
般不要超过三天，属于紧急事项，要
在当天办结；上级示办事项，要按照
要求及时办理、呈报。工作要注重实
效，力戒仅仅止于发出号召、做出安
排，多在实施、落实上花气力；不仅

要有长远的总体规划、总体指标，而
且要有短期计划、阶段指标，做到月
有所成，年有所就，一步一个新气象。

三、搞好“一班人”团结，维护县委
领导的统一。新老同志要互相尊重，互
相支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领导成
员之间，要赤诚相见，不搞厚薄亲疏。
要有坚强的革命原则性，不背后议论
人，不泄露党的机密。

四、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模
范地遵守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严于律己、清正廉明，不以
权谋私，不搞特殊化。在执行党的政策
规定和遵守公共秩序上，要求一般干部
和广大群众做到的，领导干部要首先做
到。对各种不正之风，要坚持原则，敢
问、敢顶、敢管，敢于碰硬。

五、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
平。每个常委都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实
践，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
理论，学习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指示、文
件，学习经济、技术和业务。要根据工
作需要，有针对性地聘请有理论、有技

术专长的人开课，给常委讲授专业知
识；人人发扬“钉子”精神，挤时间读书，
有计划地进行系统学习。

六、树立雄心壮志，为“四化”争先
创优。在“四化”建设中，每个领导成员
都要以拼搏精神，开拓前进。在国内找
出各类同行业的先进典型，发奋比学赶
超，力争使自己分管的工作在全区、全
省、全国居于先进地位。

“这六项规定，集中体现了习近平
总书记 30 多年前对管党治党的理论思
考和政治主张，与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领导作风建设的论述一脉相承，对我
们今天认真改进领导作风，仍具有极强
的针对性和重要指导意义。”与会同志
表示，作为河北的领导干部，要经常想
一想自己的思想观念、精神状态是不是
与总书记提出的要求相适应，经常想一
想自己的工作作风、工作业绩是不是与
党中央交给的任务相适应，进一步坚定
理想信念，增强“四个意识”，牢记使
命担当，积极主动作为，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 （记者高原雪） 7 月 26
日，省政协十一届二十三次常委会议
在石家庄召开，围绕推动“三去一降一
补”专题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付志方
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袁桐利应邀作我省“三去一降一补”
工作情况报告，并与省政协常委现场互
动交流。省政协副主席艾文礼、孙瑞
彬、段惠军、许宁、姜德果、郭华、曹素
华、葛会波、卢晓光、边发吉，秘书长
郭大建出席会议。

付志方通报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有关情况，就贯彻落实全省领导干部
会议精神提出具体要求。他强调，各
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切实
增 强 “ 四 个 意 识 ”， 坚 定 “ 四 个 自
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
位，坚决维护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确保政协事业始终沿着正确
政治方向前进。要按照全省领导干部
会议的部署，围绕中心工作履职尽
责、聚智献策，确保着眼点更精准、
着力点更具体、着重点更突出，提高
议政建言质量和水平。要发挥政协自
身优势，密切联系各界群众，多做宣
传政策、解疑释惑，协调关系、化解
矛盾、理顺情绪，春风化雨、雪中送
炭的工作，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发展
合力，以优异的履职业绩，迎接中共
十九大的胜利召开。

（下转第四版）

省政协召开十一届二十三次常委会议

围绕推动“三去一降
一补”专题协商议政

本报讯（本报记者）连日
来，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
进行到底》在我省广大干部群
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
表示，通过收看学习，对党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定决心、
重大意义、目标方向有了更加
深刻直观的感受，增强了推动
改革任务落实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增强责任
感、使命感，坚定不移地将改
革进行到底，为建设经济强
省、美丽河北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主动作为 进一步
推动改革任务落实

连日来，省政府办公厅党
员干部认真收看了专题片，并
联系实际开展了多种形式的
学习讨论。为巩固扩大学习
成效，省政府办公厅将进一
步加强组织学习，教育引导
全体党员干部不断强化“四
个意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将绝对忠诚铸入灵魂；进
一步发挥参谋助手作用，紧
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
提出的“四个加快”“六个扎
实”总体要求和“三个扎扎实
实”工作要求，协助省政府领
导有序有力推进雄安新区规
划建设、冬奥会筹办、脱贫攻
坚、大气污染治理等重点工
作；进一步推动改革任务落
实，着力深化“放管服”改革，大
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
组织实施好营商环境专项整
治行动，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
社会创造力；（下转第五版）

大
型政论专题片

︽
将改革进行到底

︾
在我省

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强化责任担当积极投身改革实践

本报讯（通讯员李开 记者赵建）
办理企业投资项目核准许可需要多长
时间？邢台水业集团副总经理吕永乐
说：“4 月份以前，最少需要两个工作
日。现在，只需要4个小时。”

4 月 21 日，邢台市行政审批局正
式挂牌成立，整合了市发改委、市民政
局等 29 个部门的 331 项行政许可等

事项。把材料提交到办事窗口 4 个小
时后，吕永乐拿到了许可文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
求，不断加大这一“刀刃向内”的改
革力度：2012 年以来，省级行政许
可 事 项 通 过 取 消 、 下 放 等 形 式 由
1495 项减少为目前的 490 项，削减
率达67.2%。

吕永乐拿到的许可文件上，只盖
了一枚公章。“全市曾分散在各部门

的 51 枚审批公章，如今都被整合进
这枚‘邢台市行政审批局行政审批专
用章’中了。”邢台市行政审批局有
关负责人说。

审批事项下放后，为进一步优化
流程，打通市县审批的“最后一公里”，
我省各地加快组建成立行政审批局。

2014 年，全国第一家县级行政审
批局威县行政审批局成立，该县审批
效率由此提高75%以上；

（下转第六版）

重温重温““六项规定六项规定””改进领导作风改进领导作风 抓好工作落抓好工作落实实
□本报评论员

总揽全局，抓大事；反对官衙作
风，注重工作实效；搞好“一班人”团
结，维护县委领导的统一；以身作则，
不搞不正之风；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
导水平；树立雄心壮志，为“四化”争先
创优——内涵丰富的关于改进领导作
风的“六项规定”，集中体现了习近平
总书记 30 多年前对管党治党的理论
思考和政治主张，与今天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领导作风建设的论述一脉相
承。30多年过去，“六项规定”今天读
来仍然振聋发聩、令人深思。

“心随朗月高，志与秋霜洁。”今
天总书记所倡导的正是当年他所躬行
的——从“六项规定”到中央八项规
定，再到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体
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矢志不渝的理想信
念和一以贯之的使命担当，诠释了优
秀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奋
斗精神和赤子情怀，让我们真切感受
到了一种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率先垂
范的高尚品格，体会到了一份对党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始终不渝的坚
守。这样的高尚品格，是我们学习的
典范；这样的一份坚守，带给人们无穷
的力量。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
有休止符，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
续努力、久久为功。今天，重温“六项
规定”，对我们认真改进领导作风，具
有极强的针对性和重要指导意义，对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进一步
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个意识”，以
更加优良的作风、更饱满的精神状
态、更高的工作和领导水平抢抓机
遇、攻坚克难，做好各项工作，具
有巨大的激励作用。全省各级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都要对照“六项
规定”和中央八项规定深学细研，
不用扬鞭自奋蹄，（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