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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南昌在全市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寄语广大新闻工作者——
—

坚定主心骨 唱响主旋律
争做新闻事业发展的时代先锋
孟斌宣读表彰优秀新闻工作者的决定 牛兰英主持会议
最高法：从严从快惩处把持
农村基层政权的黑恶势力

座谈会现场

市委书记刘南昌出席会议并讲话
□黄河时报记者 阴波
今天是第十九个中国记者
节，昨日上午，我市召开全市新
闻工作者座谈会，热烈庆祝新闻
工作者的节日。市委书记刘南昌
出席会议并讲话，寄语全市广大
新闻工作者要牢记使命、担当作
为、改革创新、锤炼素质，讲好三
门峡故事， 凝聚强大正能量，助
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和
党的建设高质量。 市委常委、三
门峡军分区政委孟斌宣读《关于
表彰 2018 年度三门峡市优秀
新闻工作者的决定》，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牛
兰英主持会议。
座谈会上， 市委宣传部、省
直驻三门峡媒体、市直各新闻单
位有关负责同志，以及优秀新闻
工作者代表先后发言， 谈工作、
讲体会、说打算、提建议，会场中
暖意融融、气氛热烈。
刘南昌边听边记，不时同大
家讨论交流。 在听取发言后，刘
南昌指出，新闻工作者是时代发

展的记录者，是党和国家各项重
大方针政策的宣传者，也是党和
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纽带。
长期以来，全市新闻战线和新闻
工作者服务大局有作为，对外宣
传不断出彩， 网络管控有力有
效，新闻宣传各项工作取得了新
突破，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党
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
持。刘南昌代表市四大班子和三
门峡军分区，向全市广大新闻工
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对他们长
期以来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
感谢。
就进一步做好新时期新闻
宣传工作，刘南昌强调，一要进
一步牢记使命，始终坚持和把握
正确的舆论导向。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
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全省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政
治家办报、办台、办网的要求，始
终保持听党指挥的政治本色，坚
定主心骨、唱响主旋律、弘扬正
能量。 二要进一步担当作为，始

终肩负好服务大局助推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责任。要进一步讲好
改革发展故事，讲好特色亮点故
事，讲好先进典型故事，在更大
范围和更高层面来宣传三门峡、
推介三门峡，为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提振信心、鼓舞士气。 三要进
一步改革创新，始终争做新闻事
业发展的时代先锋。要不断在新
闻传播方式、内容、渠道、服务用
户等方面勇于探索、 大胆创新，
增强新闻工作的特色性，进一步
增强新闻工作的特色性、媒体发
展的融合性、 新闻宣传的紧贴
性。 四要进一步锤炼素质，始终
保持勇争一流的精神境界。要重
学习、重实干、重品行，做业务精
湛、作风优良、品德高尚的新闻
工作者。
最后，刘南昌勉励广大新闻
工作者要时刻牢记肩负的历史
使命和庄严责任，自觉把新闻工
作作为记录历史、引领时代的崇
高事业，孜孜以求，锐意进取，求
真务实，开拓创新，努力创造出
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的
新业绩，为我市在中原更加出彩
征程中贡献强劲三门峡力量、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牛兰
英要求，各县（市、区）、新闻媒体
单位和全市新闻工作者要迅速
传达会议精神，切实扛牢政治责
任，用心抓好各项工作。 要牢固
树立时间意识、效率意识、大局
意识，提前安排、及早研究、认真
谋划明年的新闻工作，争取创作
有深度、有力度、有温度的精品
力作，确保 2019 年新闻工作实
现
“开门红”。
会议表彰了 2018 年度三门
峡市优秀新闻工作者。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11 月 7
日发布关于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
意见。 意见提出，坚决依法从
严从快惩处把持农村基层政
权、 操纵破坏农村基层换届
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
体资产的黑恶势力； 利用家
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
一方、 欺压残害百姓的“村
霸”等黑恶势力；在农村地区
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
犯罪活动以及非法高利放
贷， 暴力讨债， 插手民间纠
纷，充当“地下执法队”的黑
恶势力等。 坚决依法从严从
快惩处黑恶势力“保护伞”，
推进“法治乡村”“平安乡村”
建设。
意见同时提出， 要依法
妥善审理农村土地承包案
件， 依法依规调处农村宅基
地“三权分置”、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等纠纷。 对于
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 违反
土地用途管制、 工商企业和
城市居民下乡利用农村宅基
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
的行为，依法认定无效。

依法妥善审理耕地保护
纠纷案件， 依法打击制裁生
产、 销售伪劣商品等违法犯
罪行为， 依法规范各类金融
行为。 严厉打击“套路贷”诈
骗等犯罪行为， 严格依法限
制高利贷， 加大对变相收取
高息行为的审查力度， 规范
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
同时， 意见提出强化环
境资源保护， 助推乡村生态
文明建设。 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促进文明和谐平
安乡村建设。 通过司法审判
引导农村摒弃高额彩礼、干
预婚姻自由、 不赡养老人等
不良风气。 积极巩固有利于
家庭稳定的财产制度和情感
基础，着力保护未成年人、妇
女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意见提出依法依规保护
村民自治权利， 审慎把握村
民自治与国家法治之间的边
界，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
依法严厉打击组织和利用邪
教组织犯罪。 建立健全涉农
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增强
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整体合
力。
据新华社

省委省政府第八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我市第十四批环境信访件
□黄河时报记者 张斌
11 月 6 日，省委省政府
第八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
交办环境信访件 23 件，其中
义马市 3 件、渑池县 2 件、陕
州区 4 件、湖滨区 4 件、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 2 件、 灵宝市
5 件、卢氏县 2 件、商务中心
区 1 件。 目前，省委省政府第
八环境保护督察组共向我市
交办 469 件环境信访件，其
中义马市 20 件、 渑池县 67
件、 陕州区 101 件、 湖滨区

距

90 件、经济开发区 15 件、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 28 件、灵宝
市 90 件、卢氏县 37 件、商务
中心区 3 件、市城管局 8 件、
市环保局 4 件、 市机关事务
管理局 3 件、市公路局 2 件、
市住建局 1 件。 截至 11 月 7
日，办结 332 件。
收到交办材料后， 我市
已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组织
调查处理， 切实解决好人民
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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