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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问信
驻豫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
装警察部队、预备役部队全体官兵，
全省红军老战士，军队离退休干部，
烈军属，残疾军人，转业、复员、退伍
军人：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

年之际，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

政府谨代表全省人民，向你们致以

节日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

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从八一南

昌起义枪声到强国梦、强军梦号角

的吹响，走过了 90 年彪炳史册的光

辉历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

实践中，人民军队始终赓续传承红

色基因，大力弘扬听党指挥、能打胜

仗、作风优良的光荣传统，持续践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

命，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捍

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保卫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维护世界和平立下了不朽的功

勋。90 年的光辉历程证明，人民解

放军不愧为一支忠于党、忠于社会

主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英雄军

队，不愧为闻名于世的威武之师、文

明之师、和平之师，不愧为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驻豫各部队认真贯彻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以党

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积

极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深

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

军、依法治军。广大官兵继承和发扬

拥政爱民光荣传统，视驻地为故乡，

把人民当亲人，积极投身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各项事业，努力推动国防现代

化建设与河南经济社会建设融合发

展，在抢险救灾、处突维稳、脱贫攻

坚、生态治理、军民共建和创建双拥

模范城等实践中，勇挑重担，无私奉

献，充分发挥了人民军队生力军、突

击队和排头兵的作用，谱写了新时

期的双拥绚丽华章，赢得全省人民

的拥护和爱戴。（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屈芳）第十三届全
国运动会河南省代表团7月31日正式
成立。省长陈润儿出席当天下午举行
的成立大会并讲话，为代表团鼓劲加
油、助威壮行。

第十三届全运会将于8月27日至
9月8日在天津举行。这是我国每四年
举行一次的规模最大、项目最多、水平
最高、竞争最强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届
时，全国38个代表团将展开激烈角逐。

陈润儿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奋力
备战的运动员、教练员表示亲切慰问，
向为备战付出辛勤努力的工作人员表
示诚挚谢意。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战略和
经济社会全局的高度，对推动体育事
业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指示，为我们
建设中国特色的体育强国指明了前进
方向。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体育战线的广大干部和职工
上下同心、通力合作，抢抓机遇，锐意
进取，无论是公共体育服务还是竞技
体育发展都取得了明显进步。特别是
去年在第三十一届夏季奥运会上，河
南体育健儿们不畏强手、顽强拼搏、表
现出色，为巩固中国这个体育大国的
地位贡献了河南力量，也为河南体育
事业的发展增添了夺目光彩。

“全运会既是我们竞技体育比拼
的一个擂台，也是展示各地两个文明
建设成果的重要舞台。”陈润儿寄语代
表团全体成员，要牢记使命，不负重
托，顽强拼搏，奋力争先，努力实现运
动成绩和文明建设“双丰收”，向全省
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陈润儿提出四点希望：
一是精心组织，科学备战。迎接

全运会已经到了冲刺阶段、关键时刻，
要着力抓好备战全运会最后阶段的各
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抓住薄弱环
节，突出实战要求，以最佳竞技状态创
造最佳运动成绩。

二是不畏强手，顽强拼搏。要始
终发扬更好、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
竞技精神，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士气、
树立顽强拼搏的志气，有金必夺，有分
必争，勇攀高峰，力创佳绩，为河南争
光，为全运争辉，为人生添彩。

三是严守规则，展示风采。所有
参加运动会的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
和工作人员，都要深刻认识到自己既
是河南人民的形象大使，又是精神文
明的传播使者。要时刻注意尊重科
学、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观众；要
真正做到思想作风过硬，组织纪律严
明，行为举止高尚，（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为动员全省公安
机关和广大民警以高昂的斗志、决战的姿态，
全力投入党的十九大安保工作，创造安全稳
定的社会环境，7月 30日，我省在郑州举行

“忠诚·2017”河南公安十九大安保誓师暨联
合拉动演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谢伏瞻出席并讲话。

陈润儿、叶冬松、许甘露、马懿、穆为民、
胡永生、段喜中、张立勇、蔡宁、刘勇军、徐元
鸿出席活动。舒庆主持。

此次联合拉动演练先后进行了综合警务
技能、实战射击、设卡查缉、极限体能、车辆反
劫持、强制驱散合成战术、反暴恐、石油化工
燃烧灭火等8个科目的综合演练，充分展现
了我省公安队伍忠诚担当的战斗精神、克敌
制胜的过硬本领、敢打必胜的高昂士气和良
好的形象。

演练结束后，省公安厅机关、十八个省辖
市公安局、河南警察学院女警、高级警官和参
加演练特警代表等组成的宣誓方阵，以及多
种特种装备车辆依次通过检阅台，接受检阅。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
明，牢记使命、全力以赴、不怕牺牲、决战决
胜，坚决打赢党的十九大安保仗。”全体参加
演练公安民警在现场庄严宣誓。

谢伏瞻在讲话时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
会、省政府、省政协祝贺演练圆满成功，向全
体参加演练同志和奋战在十九大安保工作一
线的全省广大公安民警表示问候和感谢。

谢伏瞻指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是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
大会。扎扎实实做好党的十九大安保工作，
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
环境，是公安机关的首要政治任务。全省公
安机关要牢牢把握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
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进一步增强做好党
的十九大安保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更
高的要求、更严的纪律、更硬的作风、更实的
措施，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谢伏瞻向全省广大公安干警提出三点希
望。一要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忠诚。旗帜鲜
明讲政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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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安保主力军作
用，全警动员、全力以赴，（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7月 31日，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叶冬松主持召
开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
习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学习省委书记谢伏瞻在省委常委扩
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研究省政协学习
贯彻意见。省政协副主席史济春、张广
智、梁静、张亚忠、高体健、靳克文、钱国
玉和秘书长王树山出席会议。

与会同志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
入交流学习认识和体会。大家一致认
为，这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

班，是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对
于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为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做好思想政治理论准备，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
在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指明了道路方
向，明确了发展阶段，提出了重点任务，
强调了关键保障，是继续推进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行动纲领，为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科学指南。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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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冬松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提升政协工作质量和水平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河南省代表团成立
陈润儿讲话并向代表团授旗

7 月 31日，
谢伏瞻、陈润儿、
叶冬松等在郑州
会见河南省双拥
模范城（县）命名
暨双拥模范单位
和个人表彰大会
代表。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杜小伟 摄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7月 31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即将到
来之际，河南省双拥模范城（县）命名
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在郑
州举行。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我省双拥工作
进行回顾总结，表彰双拥模范城（县）、
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对做好下一步
双拥工作进行全面动员。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
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谢伏瞻出席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主持会议。

叶冬松、翁杰明、赵素萍、任正晓、
孔昌生、陶明伦、许甘露、马懿、穆为民、
周利、胡永生、段喜中、王铁、卢少平、
郭云飞、李德喜、王新国出席会议。

谢伏瞻在讲话中首先代表省委、
省政府、省军区，向受到命名表彰的双
拥模范城（县）、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
表示热烈祝贺；向驻豫人民解放军、武
警部队官兵和广大民兵预备役人员，
向全省烈军属、老红军、伤残军人、转
业复员退伍军人和军队离退休干部，
表示亲切慰问；向关心支持国防和军
队建设的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群
众，表示衷心感谢。

谢伏瞻指出，我省双拥传统深厚、基
础扎实，特别是2013年省第九届双拥模
范城（县）命名表彰大会以来，全省广大
军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军政军民团结不断巩固和发展，经
济社会建设与国防军队建设协调推进，
双拥工作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谢伏瞻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
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
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
政方针和行动纲领；在庆祝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 90周年阅兵时发表的重要
讲话，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如何走、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如何做的重
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党的强
军思想，不断提高双拥工作水平，更加
卓有成效地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
合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河南应有的贡献，为实现强军梦
而努力奋斗，奋力开创经济社会发展与

国防军队建设协调推进的新局面。
谢伏瞻强调，一要提高政治站位，

更好肩负起做好双拥工作的政治责
任。切实增强“四个意识”，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指
示，坚持和完善已有的好经验好做法，创
新双拥工作方法手段，以更高的标准和
要求，推动全省双拥工作实现新提升。
二要聚焦强军目标，在支持国防和军队
建设改革上主动担当。（下转第三版）

河南省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暨
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在郑举行

谢伏瞻讲话 陈润儿主持 叶冬松出席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王玉庆

水，曾经是许昌最大的短板和瓶
颈，如今却成为许昌的魅力所在、优势
所在、希望所在。

4月 23日，许昌以 92.5 的高分顺
利通过水利部和省政府的联合验收，
成为全省第一个、全国第二个获得验
收通过的试点城市，捧回了沉甸甸的

“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这枚金字招
牌。验收委员会一致认为，许昌市以

生态引领为核心的“节水活水、治污提
标、精建严管、互荣共享”建设模式，为
中西部缺水型地区建设水生态文明城
市作出了有益探索，为全国树立了典
范。

7月 26日，许昌隆重举行水生态
文明城市建设总结表彰大会，表彰在
三年的创建实践中付出艰辛努力、作
出积极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动员全市上下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拉
高标杆、持续求进，推动水生态文明城
市建设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打造了一张名片——
一座在水声中醒来的城市

许昌是一座缺水的城市，人均占
有量仅有210立方米，不足全省一半、
为全国的十分之一，资源型和工程型
缺水问题长期并存。通过三年来的不
懈努力，许昌创造了治水兴水的“许昌
速度”，走出了一条具有许昌特色的水
生态文明城市创建之路。

（下转第三版）

许昌：“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炼成记

据新华社北京7月 31日电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防部7月31日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李
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
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招待会。

18时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乐曲声
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
大厅，同1800余名中外来宾欢聚一堂。

招待会开始时，中央军委委员、国
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致祝酒辞。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他首先代表党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中国人民解放
军指战员、武装警察部队官兵、预备役
军人和广大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向辛勤
工作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同志们致
以诚挚问候，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
作出重要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老战
士、转业退伍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和烈
军属表示亲切慰问，向获得“八一勋章”
的同志，向部队英模代表、全国双拥模
范代表、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代表致
以崇高敬意，向长期关心支持国防和军

队建设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
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衷心感谢，向出席
招待会的各国驻华使节、武官和夫人及
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

招待会上，习近平等向军队离退
休老干部代表、“八一勋章”获得者、军
队英雄模范代表、老战士代表敬酒致
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
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

有关领导同志和中央军委委员，曾担
任党和国家以及中央军委领导职务的
军队老同志等出席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中央和国家机
关有关部门、人民团体和北京市，以及
军委机关各部门、解放军驻京各大单
位、武警部队负责同志；军队离退休老
干部代表，“八一勋章”获得者，老战士、
烈士家属、移交政府安置军队离退休干
部、老民兵和军队英雄模范、全国双拥模
范、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代表以及外
国驻华使节、武官和夫人等中外嘉宾。

国防部举行盛大招待会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和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本报推出“河长治水”系列报道深挖科技“富矿”加速军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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