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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
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经济责任审计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制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201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主要领
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
审计规定》，在推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深化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适
应新形势新要求，完善经济责任审计
制度，党中央决定予以修订。

通知强调，《规定》深入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聚焦领导干部经济责
任，既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又贯彻“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对于加
强领导干部管理监督，促进领导干部
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确保党中央令行
禁止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
强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领导，抓好

《规定》的学习贯彻。（下转第三版）

中办国办印发《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
单 位 主 要 领 导 人 员 经 济 责 任 审 计 规 定》

本报讯（记者四建磊）7 月
14 日下午，河北雄安新区规划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
取雄安新区造林绿化建设方案
和工作进展汇报，研究部署下
一阶段生态建设和绿化造林任
务。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王东峰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勤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绿色生态是雄安
新区的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
大品牌。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新
区考察时强调，“先植绿、后建
城，是雄安新区建设的一个新理
念”，这为我们指明了工作方向。
新区广大干部群众和全省各级
各有关部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殷切嘱托，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践行“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和现实
检验，按照雄安新区总体规划
要求，坚持生态优先，高标准高
质量完成植树造林任务，努力打
造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典范城市。

会议强调，要全面统筹布
局，构建“一淀、三带、九片、多
廊”生态格局。坚持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环淀、环起步区、环新
区绿化带，积极推进沿河、沿
湖、沿路绿化，着力加强郊野公
园、城市公园、街景公园建设。
压实生态绿化任务，紧抓有利
时间节点，落实责任主体，强化
督导检查，确保各项任务如期
落实到位。

会议强调，要创新体制机
制和方式方法，全面提升造林
绿化的质量和水平。坚持政府
主导、市场化运作，坚持生态林
与经济林结合、专业绿化队伍
与群众结合的方式，积极发挥
企业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广
大群众的积极性，多渠道解决
资金难题，同步增加群众收入，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
效益共赢。

会议强调，要加强工作推
进，打造雄安新区亮丽的风景
线。要把造林绿化与发展文化
旅游产业结合起来，在新区重
点区域成片成规模植树造林，
精心优选树种，开展立体绿化、
多彩绿化，形成四季常绿、三季
有花、美丽宜人的生态景观；把造林绿化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结合起
来，对农村垃圾堆放场、纳污坑塘、废弃砖瓦窑、闲置宅基地等进行集中
整治，将平整后的土地充分利用进行植树造林，彻底改善农村面貌，推
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水平。

会议还听取了起步区控规和启动区控详规公示后修改完善情况汇
报，对进一步完善容东片区街区风貌和建筑设计方案、重点地区地下基
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等重点工作进行了研究。

省领导梁田庚、陈刚、焦彦龙、高志立、张古江、徐建培、李谦、夏延
军、时清霜参加会议。

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 7 月 16
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增强推进党的
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文章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
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
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如果马克
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
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
的根本性建设的道理所在。党的政
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要把准政
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
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

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为
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
利提供重要保证。

文章指出，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
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政治方向是党
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
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我们所要
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
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
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的政治

领导，最重要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这要作为党的政治建
设的首要任务。

文章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
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
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
点。要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
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文章指出，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
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作为党的政治建
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要把树立
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作为重要着力点，
贯彻落实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

干准则，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良好政治文
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必须以
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坚决把反
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使我们党永不变
质、永不变色。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
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廉
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模范。

文章指出，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
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
部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
力，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
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善
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王东峰主持召开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努力打造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典范城市

许勤出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赵红梅）隆化县偏坡
营村村民陆瑞忠曾是有名的贫困户，
去年在政府产业补贴资金支持下建起
2 个日光温室，种植架豆角，年收益 3
万元。脱贫后的陆瑞忠组建起种植专
业合作社，今年，架豆角发展到 70 亩，
将带动更多乡亲一起致富。

陆瑞忠和他的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发展变化是我省产业扶贫的一个缩
影。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近年来，我
省把产业扶贫作为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的主攻方向之一，按照“巩固覆盖率，

提升收益率，增强带动力，提高项目运
行质量，提升产业扶贫质量水平”的要
求，推动实现贫困村产业项目、新型经
营主体、在村劳动力产业就业、产业发
展指导员四个全覆盖，努力做到户户
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2016
年至今，我省产业扶贫带动 125.4 万户
贫困户、321.4万贫困人口实现增收。

强化产业覆盖，把贫困户
“带”起来

产业扶贫，产业培育是基础。为
此，我省建立省特色产业精准扶贫工
作部门协调推进机制，统筹省直有关
部门实施特色种养、林果、乡村旅游、

电商、家庭手工业、光伏六大产业扶贫
工程，以联贫带贫为原则，以省市县乡
村五级项目库为抓手，将贫困户全部
嵌入产业发展链条，实现贫困户产业
扶贫项目全覆盖。

我省以“四个农业”（科技农业、质
量农业、绿色农业、品牌农业）为引领，
以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为抓手，着
力发展贫困户参与度高、市场相对稳
定、获益相对较快的“五种四养”（种植
蔬菜、中药材、食用菌、杂粮杂豆、水
果，养殖肉牛、肉羊、肉鸡、蛋鸡）特色
产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我省还下大力发展乡土特色手
工业，形成了曲阳石雕、武强年画、蔚

县剪纸等一批特色鲜明的“土字号”
“乡字号”品牌，认定“一村一品”专业
村镇 6300 个。发挥贫困地区山清水
秀、生态良好的优势，发展乡村旅游、
休闲农业新业态，去年全省乡村游接
待游客 7500 万人次、营业收入超过
113 亿元。

强化主体带动，把贫困户
“联”起来

“以前挣钱要外出打工，四处漂
着，如今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近
日，在吉丰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采
蘑菇的广平县牛庄村村民靳连珍说，
她现在在合作社打工，（下转第三版）

中 国 经 济 上 半 年 同 比 增 长 6.3%

户户有增收项目 人人有脱贫门路

产业扶贫带动我省321.4万贫困人口增收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日前，女工在大名县孙甘店镇南石
冲村一家服装“扶贫车间”内工作。

近年来，大名县结合脱贫攻坚工作
实际和贫困群众需求，鼓励当地手工加
工企业设置“扶贫车间”，让农村剩余劳
动力和贫困群众实现就近就业。目前，
大名县“扶贫车间”涉及箱包、服装、毛绒
玩具等多个行业。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扶贫车间”
促就业

本报讯（记者高原雪）7 月 15
日，省政协党组书记叶冬松主持召
开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
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中共
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
见》，传达学习省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会精神，进一步发扬自我革
命精神，增强做好“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各项工作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与会同志结合思想和工作实
际深入研讨交流。大家一致认
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
深入推进主题教育，加强新时代
党的建设的行动指南。王东峰书
记对把主题教育引向深入提出明
确要求。大家通过学习，进一步
深化了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的理解，增进了对中央精神
和省委部署的把握，增强了开展
主题教育、推进政协事业发展的
自觉性和责任感。（下转第三版）

叶冬松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推进主题教育深入开展

本报讯（记者杨明静）7 月
15 日 ，在 韩 国 光 州 进 行 的
2019 年 国 际 泳 联 世 锦 赛 女 子
双 人 3 米 板 决 赛 中 ，我 省 跳 水
名将王涵搭档国家队队友施廷
懋，发挥出色，以 342.00 分获得
冠军，（下转第五版）

我省选手王涵搭档队友获世锦赛冠军
为中国队实现该项目世锦赛十连冠

□周丹平

党的纪律规矩是党不断发展壮
大的“生命线”，也是任何党员不可触
碰的“高压线”，更是共产党人践行初
心使命的“安全线”。

1942 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
委聂荣臻签发了一道“树叶训令”，禁
止部队在村庄方圆 15 里之内采摘树
叶，“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
原来，由于日寇封锁扫荡，加上春天大
旱，晋察冀边区出现粮荒，树叶便成了
军民最主要的口粮。村庄附近的树叶

部队摘了老百姓就没得吃了。为了保
障群众利益，训令以布告的形式，张贴
在每一个驻有八路军的村庄。几十年
后，八路军老战士还清楚记得，当年他
们每天要跑十几里的山路，到远离村
庄的地方采摘树叶，山上的野果还不
能摘，也要留给老百姓。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树叶训令”，
是对“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生动注
解，展示了我们党和军队纪律严明的
良好形象，留下了党和人民群众鱼水
情深的一段佳话。

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

“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
无成。”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
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
势，也是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长征开始前，党和红军就已经意
识到长征中要赢得沿途群众的支持
帮助，就必须严格遵守群众纪律。长
征开始后，红军制定了一系列纪律规
定，强调“不许丝毫损害工农群众的
利益”。在“第一军规”颁布地和红六
军团长征“西征”誓师出发地湖南桂
东沙田镇，至今流传着红军“夜宿梨
山、秋毫无犯”的动人故事；在广东韶

关南雄，红军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
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借群众
东西及时送还，损坏了群众东西合理
赔偿，使用的柴火油盐照价付款⋯⋯

一条条具体而严格的纪律，一个
个严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实
际行动，击碎了敌人的谣言抹黑，赢得
了群众的交口称赞：“这支部队的规矩
真好”“这个队伍真了不得”。群众的赞
誉，又转化成为红军挑担、带路、救伤
员、打掩护的自觉行动，使得长征成为

“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
（下转第五版）

常记起“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系列谈之六

◀王涵（左）和施廷懋在颁奖
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白雪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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