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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河南日报报道，11月
16日，中宣部在京召开2019年度全
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视频会议。会

议提出，党报党刊发行是一项重要的

基础性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

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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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全

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周密部

署，加强统筹，大力支持，确保2019
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顺利推进，发

行数量保持稳定。

会议指出，党报党刊是党中央治

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段，是党

的意识形态工作主阵地，党中央历来

高度重视党报党刊的重要作用。我

们要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充

分认识新形势下做好党报党刊发行

工作的特殊重要性，把它作为重要政

治任务，牢牢抓在手上，不断提高党

报党刊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

力。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适

应新形势和新要求，主动担当，积

极作为，把党报党刊发行工作抓紧

抓好，加强订阅工作。党的各级机

关，城镇党支部，农村乡一级党委，

政府各级机关、人民团体，城镇中

小学校和有条件的农村小学，公

安、税务系统的基层所及其他垂直

管理行业系统基层单位的党组织，

规模以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有

条件的新型社会组织的党组织，解

放军武警部队、连级建制以上单位

的基层党支部，都要保持重点党报

党刊订阅数量的稳定。各级党委、

人大、政府、政协、纪委的县处级以

上领导干部，解放军武警部队团职以

上领导干部要带头订阅。

（下转A2版）

2019年度全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本报记者 王鸿洋

特约记者 马伏娴 通 讯 员 韩军兴

初冬时节，行走在广袤的唐河大地，放眼望

去，总投资34.3亿元的森雷博瑞实验室设备、农
机产业园二期等11个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
建设热潮涌动；总投资1.2亿元的22个美丽乡村
试点建设方兴未艾，一批高颜值的“乡村都市”

秀美绽放；陆续建成并对外开放的“三馆一剧

院”、唐河便民服务中心正成为唐河城市行政文

化服务区的靓丽风景……

这些火热的城乡建设场景仅仅是唐河经

济社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强富美高”

新唐河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唐河县坚持把党建

作为第一工程，推动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维护

稳定作为第一责任，用好党建“指挥棒”，打出

党建“组合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带动高质量

发展。

村支书“大比武”激发干事动能

农村党支部是离老百姓最近的基层党组

织，村支书能力的大小、工作的优劣，直接关乎

群众的衣食冷暖、农村的发展稳定。2016年以
来，唐河县委探索创新了“党委‘摆擂’、支书‘比

武’”这一机制，在全县村党支部书记中开展“大

比武”活动。

“大比武”围绕“抓发展、提形象、强党建、

促和谐”主题，将党的建设、经济发展、脱贫攻

坚、美丽乡村、社会稳定纳入比武内容，采取平

时考核、擂台比武、集中点验相结合的办法，引

入竞赛机制，分县乡两个层面进行。乡镇层面

上，每年初公开承诺，每月一次督查检查，每季

度一次考评排队，每半年进行一次比武竞赛。

县级层面上，年终由各乡镇推荐 1～2个优胜
村，参加全县年度集中点验擂台赛，全面展示

比武成效。

在比武擂台上，各村既讲成绩、提亮点、谈优

势、说变化，也找差距、查原因、定措施、补短板，

更立标杆、定规划、下战书、表决心，比武比出了

“精气神”。郭滩镇李庄村瞄准银杏种植、中药材

种植、良种繁育三大产业，多渠道增加集体收入

和农民收入，仅银杏产业经济总价值达8千多万
元，被誉为“河南银杏之村”，连续两年获得全县

村支部书记大比武集中点验擂台赛优胜村第一

名，成为各村学习赶超的标杆。通过比武打擂，

激发了广大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形成了

“群雁高飞头雁领”的基层党建新气象。

党建扶持计划 筑牢基层根基

针对乡村两级基层党建工作欠账较大、

基层组织活动场所整体水平不高这一短板，

2016年以来，县财政每年拿出2000万元，带动
乡村两级累计投入超亿元，全面推进党群服

务中心、村级活动场所等上档升级，共新建和

提升改造乡镇党群服务中心 21个、村级活动场所 207个，一举消灭
了无村部“空白村”。全县村级组织呈现出支部有形、党员有家、群

众有根、工作有力的新面貌。

村级活动场所达标提升之后，不少村增设了文化娱乐广场、爱心超

市、志愿者服务站等服务平台，县乡因势利导，在完善“党员活动日”的

基础上，建立“党群活动日”制度，以“三团一课”下基层等形式，开展“四

联两聚”活动，为群众提供多元化服务，有效地凝聚了民心人气，被亲切

地称为“村民乐园”。2017年以来，全县共开展活动400多次，受益干群
5万人次；党员领导干部累计上党课230多场，培训党员1.6万人次。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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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尔兹比港11月18日
电 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18日在巴布亚新几
内亚莫尔兹比港举行。国家主席

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把握时代

机遇 共谋亚太繁荣》的重要讲话，

强调亚太各方应该顺应经济全球

化发展大势，秉持推动区域经济一

体化宗旨，把握构建开放型世界经

济大方向，努力保持亚太合作势

头，稳步迈向更高水平。

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同其他与

会领导人依次抵达，受到巴布亚新

几内亚总理奥尼尔热情迎接。

当地时间上午 10时 30分许，
会议开始。奥尼尔主持。本次亚

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

主题是“把握包容性机遇，拥抱数

字化未来”。与会各经济体领导人

围绕“连接数字化未来，实现包容

性增长”等重点议题深入交换看

法，回顾合作历程，共商亚太愿景。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当今世

界，发展和变革风起云涌。站在历

史前进的十字路口，我们应该认清

世界大势，把握经济脉动，明确未

来方向，解答时代命题。

第一，坚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

化，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我们应

该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对各类自由贸易安排，我们

应该坚持开放、包容、透明原则，促

进彼此协调，实现良性互动。要坚

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

体制，旗帜鲜明抵制保护主义。世

界贸易组织改革要坚持多边贸易

体制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要

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第二，坚持创新驱动，培育增

长新动能。我们应该全面平衡落

实《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释

放数字经济增长潜能，加强数字基

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增强数字经济

可及性，消弭数字鸿沟，让处于不

同发展阶段的成员共享数字经济

发展成果，让亚太地区人民搭上数

字经济发展快车。

第三，坚持完善互联互通网

络，促进包容联动发展。我们应该

深入落实互联互通蓝图，以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引领，采取更多

务实举措，让发展更加均衡、增长

更可持续、机会更加平等、社会更

加包容。

第四，坚持深化伙伴关系，携

手应对共同挑战。我们应该坚持

共谋发展这个公约数，探索解决共

同挑战。要立足多样性实际，尊重

彼此选择的发展道路，在开放包容

的基础上交融互鉴，在良性竞争的

同时互利合作，共同构建亚太命运

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

开放40周年。中国将坚定不移全面
深化改革，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

策。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经济长期

稳定向好的总体势头会继续保持下

去。中国愿同亚太各方深化数字经

济合作，培育更多利益契合点和经

济增长点，为亚太经济注入强大新

动能。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坚持共

商共建共享，高质量、高标准、高水

平建设“一带一路”，为亚太和世界

各国人民创造更大发展机遇。

习近平强调，亚太地区领导人

有责任规划好亚太经合组织2020
年后的合作愿景。中国是亚太合

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践行者。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同亚太各方的

紧密合作，也为亚太发展拓展了广

阔空间。中国将深入参与亚太合

作进程，同各方深化务实合作，为

亚太地区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

与会经济体领导人表示，亚太

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贸易

壁垒和保护主义挑战。当前形势

下，各方要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多

边贸易体系，反对保护主义，支持

亚太经合组织在促进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以及实现平衡、创

新、可持续、包容增长方面继续发

挥重要作用，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

建设，携手共建活力、开放的亚

太。各方应该抓紧制定亚太经合

组织2020年后合作愿景，在各经济
体推广数字化和创新成果。

当天上午，习近平还同亚太经

合组织经济体领导人一道出席世

界经济形势非正式对话会，听取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介绍

世界经济形势。③7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认清世界大势 把握经济脉动
推动亚太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11月15日
至16日，市委7个巡察组分别进驻
市移民局、市地震局、市鸭河口水

库工程管理局、市商务局、市招商

局、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领导小组

办公室、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

统计局等8个市直单位党组织开展
常规巡察，同时市委第五、第九巡

察组分别牵头组织内乡县、镇平县

开展市县巡察向村居延伸试点。

本轮巡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指导，坚决落实“五个持

续”要求，聚焦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着力发现党的领导弱化、党的

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

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

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侵蚀党的执政基础的突出问

题，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

开展市县巡察向村居延伸将

着力发现和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

腐败和作风问题，深挖问题根源，

促进标本兼治。

本轮巡察到 12月 29日结束。
巡察期间，市委巡察组开通专门值

班电话、接收短信手机、电子邮箱、

邮政信箱等联系方式，主要受理反

映被巡察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及

其成员，下一级主要负责人违纪违

法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其他不

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

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处理。③5

六届市委第七轮巡察组进驻被巡察单位

本报讯（特约记者胡少佳 通

讯员李桂生）今年以来，镇平县围

绕新型建材、机电制造、轻纺针织

等主导产业，紧扣高质量发展要

求，持续推进产业链整合提升，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加快先进制造业发展。

以中联水泥、微特电机、华

晨汽配、领驭机械、新奥针织等

企业为重点，加快技术改进和产

品创新，引导企业制订三年提升

规划和年度技改计划，实现从产

品到产业、从低端到高端、从单

兵作战到集群作战“三个转变”；

用好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绿色通道政策，持续实施企业上

市梯次培育计划，加强对华晨汽

配、汉鼎新材料等4家后备上市企
业服务，加快上市进度。

加快“互联网+”与制造业融

合发展，鼓励企业采用生产自动

化、智能化、网络化等新兴生产

方式，引导企业健全厂办科研机

构，加强企业研发中心、科研基

地建设。

积极对接县外大、优企业，

用好国家产业扶持政策，创新招

商方式，拓宽项目融资渠道，通过

政府重资产投入、企业轻资产入

驻，使项目业主轻装上阵，加快项

目落地、建设步伐。

实行专班推进、专题研究、专

案解决、专家把关和项目清单、时

序清单、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四专

四单”推进，坚持排比亮学，实行台

账式管理，按照年度目标任务，逐

项目建立工作台账，排出时间节

点、工程进度，一月一督查、一季一

述职、半年一观摩、年终考核奖惩，

结果公开通报。

2018年该县谋划重点项目45
个，总投资 133.3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 31.3亿元；微特电机、华
晨汽配、领驭机械和澳福来实业

成功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制造业主营业

务收入 49.1亿元，实现利税 4.2
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0%和
7.2%。③4

镇平“四专四单”推进项目建设

做强主导产业 促进高质量发展

南召县云阳镇石头村承古食品有限公司致力于芥菜丝、咸鸭蛋、石磨香

油等土特产的生产和加工，年产量达25万公斤 ③4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组别

市委第一

巡察组

市委第二

巡察组

市委第三

巡察组

市委第四

巡察组

被巡察单位

市移民局

市地震局

市鸭河口水库

工程管理局

市商务局

信访举报渠道

值班电话：0377-60155665
（接听电话时间：8:00—17:00）
接收短信手机：17603777601

邮政信箱：南阳市A376邮政专用信箱
电子邮箱：nyswdyxcz@163.com

值班电话：0377-61382102
（接听电话时间：8:00—17:00）
接收短信手机：16637766502

邮政信箱：南阳市A377邮政专用信箱
电子邮箱：nyswdexcz@163.com

值班电话：0377-61382036
（接听电话时间：8:00—17:00）
接收短信手机：17603777603

邮政信箱：南阳市A378邮政专用信箱
电子邮箱：nyswdsxcz@163.com

值班电话：0377-60155641
（接听电话时间：8:00—17:00）
接收短信手机：16637766500

邮政信箱：南阳市A379邮政专用信箱
电子邮箱：nysd4xcz@163.com

组别

市委第四

巡察组

市委第六

巡察组

市委第七

巡察组

市委第八

巡察组

被巡察单位

市招商局

市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领导

小组办公室

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市统计局

信访举报渠道

值班电话：0377-60155641
（接听电话时间：8:00—17:00）
接收短信手机：16637766500

邮政信箱：南阳市A380邮政专用信箱
电子邮箱：nysd4xcz@163.com

值班电话：0377-60155654
（接听电话时间：8:00—17:00）
接收短信手机：16637766506

邮政信箱：南阳市A381邮政专用信箱
电子邮箱：nyswdlxcz@163.com

值班电话：0377-60155715
（接听电话时间：8:00—17:00）
接收短信手机：16637766507

邮政信箱：南阳市A382邮政专用信箱
电子邮箱：nyswdqxcz@163.com

值班电话：0377-60155693
（接听电话时间：8:00—17:00）
接收短信手机：17603770132

邮政信箱：南阳市A383邮政专用信箱
电子邮箱：nyswdbxcz@163.com

市委巡察组常规巡察进驻情况一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