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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就是责任，有责就要担当。责任意识的强与
弱、责任落实的好与坏，直接关系一个地区、部门、单
位、系统的作风建设成效乃至政治生态状况。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推动商丘
又好又快跨越发展，不仅需要“马上办抓落实”的制度
保障，还需要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意识来坚守和担当。市
委书记王战营以身作则，带头公开做出26项公开承诺，
带动市委常委和市级领导同志率先建立完善岗位责任清
单、承诺内容清单、完成时限清单“三项清单”制度。
全市各级各部门均建立健全了“三项清单”，列出领导
班子和班子成员以及各岗位的工作职责、承诺内容、完

成时间事项，有效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严格标准抓落
实、完善机制抓落实、持之以恒抓落实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提升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的效率。

“三项清单”制度，既是确保中央和省委政令畅
通、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的重要举措，也是践行我市

“马上办抓落实”制度的具体体现。“三项清单”公开了
政府的工作责任、规范了工作范围、明确了工作时限，
职能部门就没有推脱的理由，群众知晓具体工作谁来
干、干什么和多长时间干好这些问题，有了这样罗列详
尽、条理清楚的清单，百姓办事就如有了“行动指
南”，不必再去问破嘴皮、翻破资料、跑断腿，今后只

需把“三项清单”拿出来一对照，该找谁、该怎么办、
不办又会负何责任等，都能一目了然。

目前，我市各地各部门干事创业的氛围很浓，领导
干部责任意识普遍增强，发展呈现出好的趋势、好的态
势、好的气势。但在责任落实中，一些部门和一些干部
依然存在“空抓、虚抓”的突出问题：有的仍停留在表
态上，讲话提要求“上下一般粗”，发文件定制度照抄
照搬，缺乏抓具体、具体抓的措施和行动；有的责任压
力层层递减，“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责任落
实存在梗阻和盲区。有的信奉躲、推、拖“三字经”，
在其职不尽其责，懒散拖沓、碌碌无为。（下转2版）

落实“三项清单”彰显责任担当
——三谈扎实开展“讲政治、勇担当、马上就办、一抓到底”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

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南昌5月 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5月 20日
至22日在江西考察，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
起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坚
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贯彻新发展理念，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
下更大功夫，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下更大功夫，积极主动融入
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中部地
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奋力开创中部地区崛起
新局面。

初夏时节，赣江两岸郁郁葱葱，欣欣向
荣。20日，习近平在江西省委书记刘奇、省长
易炼红陪同下，深入赣州市的企业、农村、革
命纪念馆，就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考察调研，实
地了解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和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工作进展情况。

20日中午，习近平乘机抵达赣州，首先考
察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企业展
厅，习近平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和赣州稀土
产业发展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我国稀土资源的
分布状况、开发技术、应用情况以及生产加工
中采取的环境保护举措。在生产车间，习近平

仔细察看包装自动检测线、高性能烧结炉等设
备生产运行情况，同现场工人亲切交流。习近
平对企业加大科研投入、致力科技创新、注重
生态修复的做法给予肯定。他强调，技术创新
是企业的命根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
术，才能生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才能在
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要紧紧扭住技术
创新这个战略基点，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
抢占行业发展制高点。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
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要加大科技创新工作
力度，不断提高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延伸产
业链，提高附加值，加强项目环境保护，实现
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1934年
10月，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在
此集结出发，踏上漫漫征途。20日下午，习近
平转乘火车来到于都县，瞻仰中央红军长征出
发纪念碑，察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原于
都县城东门渡口，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
馆。在纪念碑前，习近平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
并三鞠躬。他缓步绕行纪念碑，仔细察看基座
上的浮雕，深情缅怀当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
苏区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纪念馆内，习近平
听取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情况介绍，在

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前驻足察看，同大家
不时交流，回忆当年的历史。他强调，今年是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一定要牢记红色政权
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倍
加珍惜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
永远不会熄灭。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党和
红军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
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了
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我们不能忘记
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
旨，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弘扬伟大的长征
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
进。今天，在新长征路上，我们要战胜来自国
内外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夺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胜利，依然要靠全党全国人民坚定的理
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

在纪念馆一楼，习近平会见了于都县的红
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代表。习近平动情地
说，革命战争年代，江西人民为革命胜利付出
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国家发展
了，人民生活改善了，我们要饮水思源，不能
忘记革命先辈、革命先烈，不能忘记革命老区

的父老乡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照顾好为
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老红军、老同志以及红军
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习近平祝愿他们身体健
康、生活幸福。

纪念馆外的广场上，热情的群众闻讯赶来，
高呼“总书记好！”“总书记辛苦了！”习近平对大
家说，现在我们正走在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要继往开来再出发！

于都县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气候特点，适宜
发展蔬菜产业。习近平来到梓山富硒蔬菜产业
园，走进蔬菜大棚，了解于都县蔬菜产业发展
情况。正在劳作的乡亲告诉总书记，产业园以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和贫困户”发展模
式，带动了村民脱贫致富，户均年增收近万
元。习近平表示赞赏。他强调，中国共产党的
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党中
央想的就是千方百计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
子。芝麻开花节节高，今后的日子会更美好。

随后，习近平来到梓山镇潭头村，察看村
容村貌。红军烈士后代、退伍军人孙观发看到
总书记来了，率一家老小热情邀请总书记到家
里做客。在孙观发家，习近平仔细察看厨房、
卧室、后院和厕所，对他家住房和卫生改善状
况表示欣慰。随后，习近平同孙观发一家和当

地镇、村干部围坐在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他
家收入怎么样、儿子儿媳在哪里就业、孩子在
哪里上学、孩子在学校吃得好不好，家里还有
什么困难和愿望。大家对总书记说，这些年全
村 109户贫困户都参与了蔬菜产业发展，村里
还建起了就业扶贫车间，乡亲们既能外出打
工，又能在家门口就业，照顾老人和孩子，既
有土地流转收入，又有务工收入，贫困户还有
分红收入，95户贫困户已经脱贫。习近平听了
十分高兴。他强调，我这次来江西，是来看望
苏区的父老乡亲，看看乡亲们的生活有没有改
善，老区能不能如期脱贫摘帽。脱贫攻坚已经
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各地区各部门要再加把
劲，着力解决好“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让老区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城镇化和乡村振兴
互促互生。要把乡村振兴起来，把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好。要加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精神
文明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使乡村的精神
风貌、人居环境、生态环境、社会风气都焕然
一新，让乡亲们过上令人羡慕的田园生活。

离开村子时，乡亲们聚集到村口，纷纷向
总书记问好，有的村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习
近平同大家亲切握手，祝愿乡亲们生活越来越
幸福美满。（下转2版）

习近平在江西考察并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强调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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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就做好中部地区崛起工作提
出 8点意见。一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主动融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加
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各领域
的应用，推动制造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二是提高关键领域自主
创新能力，创新支持政策，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加快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核心技术，更多鼓励原创技术创新，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三是优化营商环境，
对标国际一流水平，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
营商环境，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
资难题。四是积极承接新兴产业布局和转
移，加强同东部沿海和国际上相关地区的

对接，吸引承接一批先进制造业企业。五
是扩大高水平开放，把握机遇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优质产能和装
备走向世界大舞台、国际大市场，把品牌
和技术打出去。六是坚持绿色发展，开展
生态保护和修复，强化环境建设和治理，
推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绿色发展的
美丽中部。七是做好民生领域重点工作，
做好脱贫攻坚工作，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加快补齐民生短板，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创新社会治理。八是完善政策措施和工作
机制，加大对中部地区崛起的支持力度，
研究提出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
举措，加强统筹协调。

本报讯 （记者 崔 坤） 5 月 22
日，副省长武国定莅临我市调研粮食
安全和脱贫攻坚工作。市领导姬脉
常、曹月坤陪同。

武国定先后来到商丘国家粮食储
备库、中储粮商丘直属库、民权县国
家粮食储备库等处，实地查看安全储
粮、粮食备仓及粮食大清查等工作开
展情况。武国定指出，商丘是农业大
市，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粮食
安全工作既事关经济大计，也事关政
治大计、战略大计。当前全国正在开
展政策性粮食库存数量和质量大清查
行动，各地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国
家标准和上级要求，进一步夯实责
任，做到有仓必到、有粮必查、有账
必核、查必彻底，确保按时保质完成
全国政策性粮食大清查任务。同时，
要做好夏粮收购备仓工作，做到“有

仓入粮”，避免因仓容不足出现农民
“卖粮难”。

在民权县花园乡赵洪坡村，武国
定详细询问了脱贫攻坚巩固提升、产
业扶贫等工作开展情况。武国定强
调，脱贫攻坚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
任务，当前我省脱贫攻坚任务仍然艰
巨繁重，各级各部门决不能掉以轻
心。要持之以恒抓好脱贫攻坚工作，
持续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届九次全会
精神，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
不摘”要求；要持之以恒开展摘帽村
剩余贫困人口脱贫、已脱贫人口不返
贫工作，力争今年达到全国脱贫标
准；要持之以恒发展产业扶贫，助力
乡村振兴；要持之以恒抓好干部队伍
作风建设，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做
到思想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副省长武国定莅商

调研粮食安全
和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记者 王正阳）昨日，记
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未来 10
天降水量与常年相比略偏少，我市出
现干热风可能性较大，局部偏旱的地
区需重点防范、尽早灌溉，或喷施叶
面肥，积极抵御干热风的危害。

据了解，干热风是一种高温、低
湿、伴有一定风力的大气干旱现象，
是影响小麦高产稳产的主要农业气象
灾害之一。目前我市大部分地区小麦
正处于灌浆期，截至 5月 19日 17时，
0—50cm平均相对湿度偏小，出现干
旱，其中睢阳区、永城市出现重旱。
干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麦正常灌
浆，小麦粒重下降，各县 （市、区）
需重点防范。

根据近期天气形势分析、前期天
气气候特点和大田土壤墒情状况，预
计我市 5月 22日至 24日大部分地区发
生干热风的可能性很大；25日有一次
明显降水过程，并伴有 5级左右的东
南风，可能会导致小麦倒伏。

气象部门建议，当前，小麦已进
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为积极应对
可能出现的干热风，建议局部偏旱的
地区需重点防范，加强麦田管理，尽
早灌溉，或喷施叶面肥，抵御干热风
的危害，提高小麦千粒重。“三夏”期
间易出现短时强降水及雷雨大风等强
对流天气，各县（市、区）请及时关
注天气预报，利用有利天气及时收
获、晾晒，做到颗粒归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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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丰收在望

5月22日，民权县花园乡赵洪坡村一位村民在即将成熟
的麦田里套种花生。目前我市冬小麦颗粒渐满，田间一派丰
收在望的美景。 本报记者 刘 忠 摄

走进睢县走进睢县

▲ ▲

3版乡村的夜晚咋变得这么亮

本报讯 （记者 祁 博） 5 月 22 日下
午，市长张建慧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暗访
中心城区安全生产，到示范区先进装备制造
园督导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市政协副主席、
市工信局局长刘明亮参加。

张建慧首先来到商丘市大鹏塑编公司，
查看安全生产运行状况，询问特殊设备运行
和消防隐患排查情况，要求企业严格落实消
防安全法定责任，强化安全生产措施，不断
提升安全生产智能化管理水平，切实为职工
安全和企业发展负责。随后，张建慧来到商
丘九龙钢结构有限公司，查看企业特种设备
安全运行措施，了解企业应急预案准备情
况，要求企业加强运行管理，加大安全生产
责任落实力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张建慧
要求，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有关部门要采取暗访督导的方式，不间断开
展安全生产巡回检查，进一步加大对宾馆、
化工企业、工厂车间、燃气供应等重点行

业、重点区域、重点部门的隐患排查力度，
坚决杜绝重大安全事故发生，为迎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社会氛围。

在市先进装备制造园区，张建慧详细了
解北汽福田新能源汽车项目和神隆宝鼎项目
进展情况，听取豫发产业城项目规划，协调
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对项目规划提
升完善提出要求。张建慧要求，要按照时间
节点要求，加快北汽福田新能源汽车项目建
设速度，建立统筹推进机制，提升施工工艺水
平，打造良好施工环境，督促项目方加快成立
销售公司，确保各环节有序衔接。要做好神
隆宝鼎项目工艺水平和质量水平的提升，不
断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做好设备安装、基础设
施建设和配套工程的统筹推进，做好厂区道
路与城市道路的衔接，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要做好豫发产业城项目的业态选择和布局，
统筹设计物流、商贸、会展、居住等交通体
系，为项目高质量推进奠定良好基础。

张建慧到中心城区和示范区

暗访安全生产
并督导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