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中国一家
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
的合唱

●秉持共商、共建、
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
而是开放包容的

“一带一路”

建设原则

图解

“一带一路”

建设目标

合作共赢之路，和平友谊之路

全方位推进务实合
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
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
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
责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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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竞赛答题

抽取现金红包

赢得红色之旅

制图/党瑶

‘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
的历史土壤，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
向所有朋友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
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
国际合作的伙伴。‘一带一路’建设将
由大家共同商量，‘一带一路’建设成
果将由大家共同分享。”

——摘自习近平2017年 5月 14日在“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聚焦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
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

聚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
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
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

建设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论

学讲话 读党报 为中原添彩
——本报融媒O2O活动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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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勰）6月 17日，
省委常委、秘书长穆为民深入信阳
市、固始县检查指导防汛工作，实地
察看淮滨水文站、淮河朱湾险工和固
始史河城关段等防汛工程，详细了解
防汛前期准备工作。他强调，要以对
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提高警
惕、强化措施、夯实责任，全力以赴做
好防汛工作，确保安全度汛，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穆为民强调，当前我省已经进入
大面积强降水多发的防汛关键期，要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防汛
工作的部署要求，严格落实省委书记
谢伏瞻关于防汛工作的重要批示精
神，始终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放在首要位置，坚决克服麻痹大意
思想和侥幸松懈心理，强化各项防汛
措施，确保安全度汛、万无一失。要

强化责任落实，进一步强化以行政首
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防汛责任制，
将重点区域、重点河段、重要环节、
重点村的防汛责任落实到人、夯实
压紧。要全面排查隐患，对险工险
段、防汛重点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
等进行反复拉网式排查，发现问题
及时整改、妥善处置。要完善应急
措施，进一步完善防汛预案，备足防
汛物资，组织好抢险队伍，确保关键
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要加
强预警调度，密切监视天气和汛情
变化，切实加强汛期值班，及时发布
预警信息，实施科学调度。要做好
协调配合，进一步加强与战区部队
和武警部队的联系协调，强化信息
共享和联训联演,确保反应及时、快
速处置，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提供坚强保障。③5

穆为民在信阳市、固始县检查指导防汛工作时强调

强化措施 夯实责任
全力以赴做好防汛工作

“天鹅之城”开新局 “一节一会”结硕果
（上接第一版）并联合中国工超商业联
盟销售平台，邀请来自北京、上海等地
的40余家采购商、连锁超市前来对接
洽谈。

最“潮”的活动：浓浓的“百姓味”

从规模宏大的横渡母亲河到轻
松惬意的帐篷节，从震撼人心的黄河
大合唱到时尚活力的彩虹跑，从墨香
四溢的书画展到激情狂野的自行车
赛……本次节会极大地丰富了广大
市民和中外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办
出了浓浓的“百姓味”。

“横渡母亲河”活动自 2010年一
经推出，就引发了“横渡黄河”的热
潮。从最初几个省的游泳爱好者参
与，到今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游
泳爱好者参与，“横渡母亲河”已成为
知名度最高、参与面最广、规模最大的

国家级公开水域群众性游泳横渡活
动。2016年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
活动被授予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

作为全国“驴友”的交流基地，三
门峡着力用万人帐篷节和罗曼彩虹跑
打造了一个中西部地区户外运动的盛
典。参加万人帐篷节的8000多名“驴
友”，与近 2万市民听激情音乐，品特
色美食，共度不眠之夜。许多驴友还
参加了世界上最 HIGH 的跑步活动

“彩虹跑”：以身上的白色T恤为画板，
以绿色健康的七彩玉米粉为画笔，一
路音乐相伴，一路色彩缤纷，充分展示
了健康快乐的运动理念。

群众的广泛参与，不仅带给老百
姓前所未有的激情和喜悦，也是三门
峡打造休闲文化城市的应有之义。“中
流砥柱”黄河艺术节，沿黄九省（区）
1500余人“黄河岸边唱黄河”；首届微

型马拉松赛，4000多人上演“夏日激
情”；全国山地自行车邀请赛，1000多
名“骑友”体验“风一样的速度”；罗曼
彩虹跑，更是吸引了 1.2 万市民与嘉
宾参与……

许多外地游客感慨:就群众参与
性而言，三门峡“一节一会”无论是活
动的策划、内容，还是参与的人数、好
评的广度，在河南甚至全黄河流域，都
是绝无仅有的。

崤函共大河一色，激情与梦想齐
飞。三门峡市委副书记、市长安伟说：

“一年一度的‘一节一会’，不仅成为展
示‘黄河三门峡、美丽天鹅城’城市品
牌的重要窗口，也是三门峡开展对外
交流与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它承载
了三门峡人建设省际中心城市、‘一带
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和全国知名旅游
目的地的梦想。”

原河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
室纪检组组长，享受副省（部）长级
医疗待遇的离休干部苑振河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6年 12月 3
日在郑州逝世，享年88岁。

苑振河同志 1929年 4月出生
于河北易县，1944年 12月参加工
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察哈
尔省委秘书处代股长；河南省委组
织部干事、组织处副处长；荥阳县
委副书记；省财贸办政工处副处
长；省文教部基层组织处处长；省
经委纪检组组长等职。1991年 4
月离休。

战争时期，他英勇无畏，转战
南北，抗击侵略者；和平时期，他立
足本职，开拓进取，取得突出成
绩。离休之后，他时刻关注党和国
家大事，积极为我省外事工作建言
献策。他坚持原则，立场坚定，旗
帜鲜明，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
在第一位。

苑振河同志逝世

□本报记者 尚杰 文/图

这是一个典型的豫西深山村。
从草店村村部出发，顺着山沟一

路走过去，4个居民组绵延分散在山
沟两侧，前后相距竟然超过10公里。
山沟两侧平整之处，村民们开辟出一
块一块的耕地，绿油油的烟苗长势正
旺。新修的水泥路上，不时碰到村民
驱赶着牛群经过。

就在两三年前，这个位于两县
四乡交界处的山村，还是卢氏县杜
关镇最偏远、最贫困的村。但在扶
贫工作队的努力下，2016 年年底，
该村贫困户 71 户 212 人全部脱贫，
成为三门峡市率先实现整村脱贫的
村庄，一时间成为“明星村”，引来无
数学习者。

6月18日下午，村民张天祥坐在
新房里，惬意地听着收音机。新房二
室一厅还带有厨房、卫生间，水电都
配备齐全。老张过了大半辈子，从没
想过能不花一分钱就住上新房。“闺
女担心我不会洗衣服，专门给我买了
洗衣机，还是全自动的。”老张专门拉
着记者看了卫生间里一台崭新的洗
衣机。

张天祥的新房，是草店村为贫困
户建设的易地搬迁安置房。新房距
离村部不过200米，共有 39套，房子
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全部为平房，每
家每户的房前屋后都种上了绿化
树。安置点不仅配建了文化活动中
心、文化广场和卫生室，还配置了各
种运动器械。

搬入新房一周多了，但张天祥的
厨房异常干净，丝毫没有生火的痕
迹。傍晚到了饭点，他走着来到村里
的幸福园，几名老人已经聚在那里，
准备开饭。厨师是位70多岁的老人，
但干起活来非常麻利。当晚的饭菜
是馍菜汤，8个老人吃得很舒心，“天
天换花样，比自己在家吃得还好，这
几天还有几个老人要过来。”

这个幸福园还有一个名字，叫
“互助养老服务中心”。这是驻村第
一书记张文晓经过努力，租来一处闲
置的民房，改扩建后成立的。村里贫
困孤寡老人都可以入园，每月仅需缴
纳60元，便可以享受一日三餐，还可
以看电视、下棋。老人们自己选出了
园长，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种菜，把老
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村里这几年发生的变化，我做

梦都没有想到。”张天祥的女儿王文
英在电话中说，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
很差。2010年时，父亲又出了车祸，
头部受伤严重。没办法她只能辍学
到城里打工，把父亲送到城里的一家
养老院，但每月近千元的费用让她压
力很大。现在村里不仅建了新房，还
成立了幸福园解决吃饭问题，她便放

心地把父亲送回村里，自己在外打
工。

住上了新房，吃上了可口的饭
菜，张天祥的身体一天好过一天，精
神头更是好起来，很久没听的收音
机又派上了用场。而同样的变化，
在草店村越来越多的贫困户身上发
生着。③6

草店村张天祥的新生活

6月18日，内黄县马上乡北菜
村农民利用河坡地种植的大片向
日葵进入盛花期，吸引了许多游客
前来赏花，向日葵种植在为农家带
来经济收益的同时，还带动当地乡
村旅游的发展。⑨6 刘肖坤 摄

没花一分钱就住上宽敞明亮的新房，张天祥对新生活充满了期待。⑨6

砥砺奋进的砥砺奋进的
脱贫攻坚蹲点手记

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6月 14日
至 16日，副省长徐济超就脱贫攻坚、
职业教育以及企业自主创新到周口
市太康县、淮阳县、川汇区调研。

徐济超要求，要强化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把脱贫攻
坚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增强紧迫感、
责任感，扎扎实实推进脱贫攻坚，切
切实实取得脱贫实效。要以实为先，
把贫困户找准找实，找到症结，切实
解决问题。要加强引导教育，坚决消
除以贫困为荣耀、拿贫困争实惠的思
想意识，大力弘扬自强不息、尊老孝

亲、诚信为本等传统美德。要大力发
展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跟着市场需求
走，培养出更多高技能人员，把人手
转变为人才，实现贫困家庭持续增
收。要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不断推进脱贫攻坚和农村各
项事业发展。

徐济超勉励企业牢固树立创新
发展意识，加强创新引领驱动，深化
技术创新和体制改革，不断增强核心
竞争力。政府部门要当好“指路者”，
更加关心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推动企
业加快自主创新步伐。③6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 切实取得脱贫实效

6月17日，由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与湛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
合举办的2017年毕业生招聘会在该学院体育馆举行。活动现场共有来自当地
各个领域的102家用人单位提供的2324个岗位供毕业生选择。⑨6 姜涛 摄

（上接第一版）

搭建空中丝路 激活枢纽经济

千载难逢的机遇下，河南如何再
出发？耿明斋认为，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对推动我省实现较快速
度、较高质量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平
台和机遇，要以此为突破口，打造世
界级的航空货运枢纽，扮演好建设

“空中丝绸之路”的重要角色，从而推
动中原腹地走向开放前沿。

飞机来了，航线通了，该如何实

现“物畅其流”，也是未来最重要的
关注点。“建设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和
现代航空都市，应该吸引更多的基
地航空公司和世界级的物流企业来
到河南，让货物真正地流动起来。”
耿明斋说。

“下一个阶段，要把枢纽经济作
为我省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耿
明斋建议，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之
下，以现在的综合交通枢纽为依托，
吸引关联的制造业、服务业，尤其是
新型产业集聚发展，最终带动经济转
型升级。③5

抓机遇 迎挑战 新丝路上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