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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

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
!"

日称#已于近

日发布通知# 要求加大清洁煤供应确保

群众温暖过冬$通知明确#鼓励推广使用

清洁煤替代劣质散煤# 不得采取 %一刀

切&的限煤措施$

根据近日发布的关于加大清洁煤

供应确保群众温暖过冬的通知 # 各地

要把优先保障居民采暖用能放在首

位#根据能源供应情况 '居民经济承受

能力和用能习惯 # 宜电则电 ' 宜气则

气 '宜煤则煤 '宜油则油 #因地制宜及

时采取有效措施 # 全力做好迎峰度冬

能源供应$

通知指出#加快煤炭优质产能释放#

加大清洁煤供应力度$ 各地要强化煤炭

产运需动态监测分析# 以发电供暖和民

生用煤为重点# 制定完善和认真落实保

障供应方案$ 各地要进一步建立完善清

洁煤供应网络# 方便群众购买使用清洁

煤产品$

通知强调 # 各地要强化节能环保

要求 # 加快大型供暖燃煤锅炉的超低

排放改造 # 淘汰排放不达标的燃煤设

备 $ 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发展集中供

暖 #推广使用清洁煤锅炉 #替代分散的

燃煤小锅炉 $ 在不具备集中供暖条件

的地区 # 鼓励推广使用节能环保炉具

和清洁型煤 $ 加大清洁煤技术装备研

发 $

国家发改委$居民采暖不得采取!一刀切"限煤措施

推动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

本报讯 !记者 王晨" 有一座属于自己城市的机场#

这是很多周口人的梦想#如今#这个梦想即将变成现实$

昨日# 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

规划)中周口机场项目成功列入规划$ 目前我市机场项目

前期工作已经全面启动#预计
!"#$

年
%

月底确定机场选

址$

经国务院批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航局日前印发

(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确定完善华北'东北'华

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机场群#其中中南机场群新增周

口'荆州'湘西等
!&

个机场#周口机场排在第一位$

周口机场的性质为国内民用支线机场$ 周口机场项

目纳入规划后#为抢抓国家民用航空机场发展战略机遇#

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打造我市多式联运立体交

通网络#加快推进我市机场项目启动工作#我市迅速成立

了民航机场建设领导小组及机场建设前期推进办公室$

通过对近期运输机场建设政策' 前期审批流程学习和考

查对接#科学制定我市机场前期审批和建设工作计划$ 目

前机场选址工作已经先期开展#按照计划
!"'$

年元月底

完成初选场址筛选工作#确定三个预选场址#

!"'$

年
%

月

底完成选址报告审批程序确定机场选址$

周口处于我国航空南北线和东西线的交汇点# 航空

运输是我市公路'铁路'河流运输之外更为高效便捷的运

输方式#是我市打造多式联运的有效补充#将给我市群众

出行带来极大方便#对提升周口城市形象#拉动和促进我

市经济发展有着巨大作用$

相关链接$支线机场主要分布在地级市!县级市"服

务的旅客群体以本地为主#

!""%

年出台的$民用航空支线

机场建设标准% 对支线机场的建设规划设计提出了明确

的要求# 其中" 明确了支线机场是指符合下列条件的机

场&设计目标年度旅客吞吐量在
("

万人次'含("主要起

降短程飞机"规划的直达航班一般在
$"")'(""

公里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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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琰 实习生 周钰

秋"

'!

月
!%

日上午#市委宣讲团成员'

周口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张鸿韬应邀到周运集团向广大党员干

部职工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宣讲中# 张鸿韬理论联系实际#

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及案例分析#深

入浅出地向大家阐述十九大精神$既

有理论深度#又有宏大视野*既有历

史纵深感#又有现实针对性$

大家表示# 要进一步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正确认识新形势'新任

务'新要求#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武装

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以更加

务实的作风和举措# 促进公司提升

经营和管理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

为周口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

市委宣讲团到周运集团
宣讲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记者 刘俊涛"

'!

月
!!

日晚#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副

校长'副教授王国连到太康县十九大

精神夜校培训班为学员们授课#太康

县四个班子领导' 各乡镇党政正职'

县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太康县宣

讲团全体成员聆听了精彩演讲$

王国连用生动朴实'通俗易懂的

语言#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对党的

十九大主题'主要成果'过去
(

年的

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的变化等
*

个方面以及结合

周口实际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等作了详细阐述# 既有理论高

度'思想深度#又有很强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对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太康各项工

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市委宣讲团到太康夜校
宣讲十九大精神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于
'!

月
!(

日至
!%

日召开民

主生活会#以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各项决策部署为主题#重点对照(中共

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政

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

则)#联系中央政治局工作#联系带头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的实际#联系狠抓党的

十九大决策部署的实际# 进行自我检

查'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前#有关方面作了准备$ 中央政

治局的同志同有关负责同志谈心谈话#

围绕主题进行查摆# 撰写了发言材料$

会上#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逐个发言#按

照要求进行对照检查$ 中央政治局同志

的发言认识深刻#体会真切#查摆严格#

意见坦诚#达到了统一思想'明确方向'

凝聚力量的目的#增强了中央政治局的

凝聚力'战斗力'向心力$

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把握和体

现了
&

个重点$ 一是带头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情况#

真正学懂弄通做实#自觉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 二是带头维护习近

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

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情

况#真正做到对党忠诚'襟怀坦白#守纪

律'讲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 三是带头遵守'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情况#真正做到改

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

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新闻报道'厉

行勤俭节约#自觉反对特权'不搞特权$

四是带头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决策部

署情况# 真正做到拿出实实在在的举

措#真抓实干'埋头苦干#自觉把分管工

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就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大政方针#

就推进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制定了战

略部署# 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开启新征

程' 续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

领$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自觉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扎扎实实把党

的十九大精神落到实处$

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 开拓进取#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在领导开展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展现出坚

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立场'非凡政治

智慧'顽强意志品质'强烈历史担当'高

超政治艺术#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

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党心所向'民心

所向$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增强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全党的核心'党中央的

核心地位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

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会议指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

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

世纪

的马克思主义$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

指导思想# 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伟

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

历史意义$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掌握核心要义和创新观点#掌握政治

意义'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学

深悟透'融会贯通#着力提高全党马克思

主义水平和政治理论素养$

习近平在讲话中对中央政治局各

位同志的对照检查发言进行了总结#并

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 (规定)'(实施

细则)提出了要求$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九大指明了党

和国家事业前进方向#为中国这艘承载

着
'+

亿多人的巨轮前行立起了新的航

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吹响了新的集结号$ 有了好的决策'好

的蓝图#关键在落实$ 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主题#也是中

央政治局同志的主要任务$ 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

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学用结合#知

行合一$ 抓落实来不得花拳绣腿#光喊

口号'不行动不行#单单开会'发文件不

够#必须落到实处$ 抓落实#是党的政治

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

也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

要标志$ 要有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

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抓铁有痕'踏

石留印抓落实$ 要明确属于自己职责范

围内的任务# 抓住突出短板和薄弱环

节#分清轻重缓急#加强政策配套#加强

协同攻坚#加强督察落实#确保各项目

标任务按时保质完成$ 抓落实#一把手

是关键#要把责任扛在肩上#勇于挑最

重的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头#善于接

最烫的山芋# 把分管工作抓紧抓实'抓

出成效$ %下转第七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
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情况为主题进行对照检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今年冬季"为了大气污染防治 "北

方多省采取机动车限行措施) 部分地

方在出台限行规定时 "缺少顶层设计

和科学规划 "给群众日常工作生活带

来不必要的麻烦 ) 这一情况值得注

意)

*限行能理解" 但一省之内就有单

双号+尾号对应日期!每周限两号等不

同规则) ,中部某省一位经常出差的车

主说" 跨城出差本可开车一趟直达"现

在要换几次车"搞得像接力赛) 有的城

市全天候限行" 为了错开限行时段"只

好延长出差天数"浪费时间和金钱) 还

有些偏远小县城也采取限行措施"其必

要性值得商榷)

限行的重要目的是为改善生态环

境"这已渐成社会共识) 在制定具体政策

时" 一定要设身处地站在群众立场上去

考虑"避免各拍各的脑袋"缺乏一盘棋思

维)

各地不妨从更高层面协调限行政

策 "多听基层群众声音 "科学安排限

行日期和时段 "像在一省之内影响跨

城出行的限行规定应该及时予以调

整)

大气治理与群众出行"都是民生要

事) 要坚持群众立场"通过更精细化的

管理"努力兼顾好各方关系"让群众在

蔚蓝的天空下"更方便地出行"更舒心

地感受今冬阳光的暖意)

机动车限行不能各拍各的脑袋
孙志平 刘怀丕

!!!!!!'!

月
!%

日上午"周口城区八

一大道打通工程现场" 跨南洛高

速桥梁建设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着) 不久的将来"这座
',+(

米长

的桥梁将贯穿商水与繁华的周口

城区"对商水居民来说"有了它"

除周商路外"又多了一个选择)

记者 朱海龙 摄

通向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