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
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必须坚持质量第一、

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

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

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

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

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

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

和竞争力。

··学习十九大报告学习十九大报告一日一课一日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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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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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虽然她是一个国，却更像一个家，当你来到

中国，就一定会喜欢她……”两位外国歌手骑着

共享单车穿街过巷，手举自拍杆分享行走中国的

快乐与精彩。这首走红网络的英文歌曲，折射出

走向世界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感召力。

“同各国人民一道，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不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外记者

见面会上的庄严承诺，道出了中国人民的价值

信念，宣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赢得国际

社会一致认同。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为人类进步事业而

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定发展自己，以

超过 30%的贡献率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

力。从“一带一路”建设让昔日“流淌着牛奶与

蜂蜜的地方”再次成为沿线人民的福祉，到国际

舞台上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与主张激发广泛共

鸣，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务实行动，以

始终作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

秩序维护者的责任担当，书写着崇尚和平、造福

人类的坚定信念。“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

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建设一个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

世界，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

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这是中国人民

的朴素愿望，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

中国的奋斗，成为世界的奋斗；中国的贡献，

赢得世界的尊重。十九大期间，165个国家452个

主要政党发来855份贺电贺信，前来采访的外国

记者创下历史新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在

短短数年内，以22个语种、25个版本、600多万册

的发行量，覆盖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

新未来最好的希望来自中国”“世界2030年时的

面貌取决于中国”，国际社会的期许诠释中国分

量。世界瞩目的背后，是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

了机遇，是中国的进步为未来带来了希望，是中

国的成功路径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方案。

“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回望社会主义

500年，马克思目光如炬关注人类的未来，把人类

的幸福作为毕生奋斗的崇高理想。诞生于民族

危难之际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奉为

坚定信仰，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

为自己的使命。从苦难中走过来，秉承“世界大

同，天下一家”的历史底蕴，抱守“协和万邦”“和实

生物”的文化精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知

和平的珍贵、发展的价值，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

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和各国人民一

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

好未来。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是一只

“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醒狮，越是发展壮大，就

越会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力量。

1956 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应当对于

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985 年，邓小平同志讲

道：“到下世纪中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

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

献。”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宣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国有

信心，更有力量。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本报讯 11月 14日，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与鲜易控股有限公司战略
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定位于服务
社区、服务中小企业、服务“三农”，
致力于为中国经济转型中最具活力
的客户群体提供服务。目前，邮储
银行打造了包括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自助银行、电话银行、“微银行”
等在内的全方位电子银行体系，形
成了电子渠道与实体网络互联互
通，线下实体银行与线上虚拟银行
齐头并进的金融服务格局。

鲜易控股作为国内领先的生鲜
食品产业互联网化平台企业，2015
年 9月开始和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
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开展了
多方面的合作。

此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联手鲜易
控股开展战略合作，双方将在融资授
信、资金管理、贸易结算、财务顾问等
方面结成长期、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这是在新形势下贯彻落实中央
加快发展“互联网+”战略、推进河南农
业现代化战略部署、支持河南经济结
构调整的有效实践。③4（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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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与
鲜易控股进行战略合作

文明创建惠民生

□本报记者 徐建勋 何可

11月5日，巩义市举办了首届马拉
松比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00名马
拉松爱好者齐聚洛水之滨，共享体育盛
筵。比赛结束后，望着干干净净的道
路，许多参赛选手竖起大拇指点赞！

从2015年成功入围“全国县级文
明城市提名城市”以来，巩义市坚持以
创建文明城市为统领，以百城建设提
质为抓手，持续提升城市发展水平，促
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

崇德向善 凝聚创建之魂
欲建“文明城”，先育“文明人”。

巩义全面引导、提升市民文明素质，以
坚持不懈的思想道德建设构筑起精神
富有的道德高地，打好崇德向善城市
的基石。

清晨太阳刚刚升起，学校里稚嫩
的童声在诵读“父母呼，应勿缓，父母
命，行勿懒”；文化大院里许多村民在做
健身操、唱百孝歌；街道旁，文化墙上的
传统文化故事图文并茂，吸引着路人
的目光；公园里大型LED显示屏播放
着“巩义好人”的故事……在巩义，处
处都能感受到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巩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史建伟
告诉记者：“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培育践行，我们把营造氛围，提升知
晓率、参与率、覆盖率作为推进的突破
口，设置公益广告20多万平方米、3万
余处，着力打造一批示范街、示范广
场、示范社区，真正做到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崇德向善，以文“化”人，巩义举办
各类道德讲堂、传统文化培训班等
1000余场，受教育群众达 10多万人
次。举办杜甫诗歌文化周等文化活动
3000余场次，200余万人次参与。编
印《巩义市民文明手册》20万册。组织
道德模范“三巡六进”活动，结合“我们
的节日”举办比赛、评选、慰问等各类活
动600余场次，使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

“软实力”，转化为全民投身经济社会发
展、建设崇德向善城市的正能量。发
挥各级文明单位示范作用，评选文明
诚信经营市场、企业等144个。开展全
民周六志愿服务日活动，推行爱心储
蓄银行，完善激励回馈，全市注册志愿
者7.6万人，占全市人口比例达9.2%。

截至目前，巩义有20人入选“中国
好人榜”，33人获省、市道德模范及提名
奖，830余人被评为孝老爱亲模范、文明
市民，形成阵容强大的“巩义好人”群体。

厚重文化 彰显城市文明
作为河洛文化的摇篮，巩义有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优良的文化传统。巩
义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为一项长远
之策、惠民之举，以文“化”城，以独特
历史文化滋养涵育文明，进一步提炼
城市精神，塑造城市精神特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定文化自
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今年以
来，巩义将“戏曲进校园”与提高学生艺术
修养、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
展文化产业相结合，把戏曲融入学校教
学。如今，“戏曲进校园”活动在巩义开展
得如火如荼，成为承载文化的一个平台。

充分发挥文化活动成风化人、凝
心聚力的作用，“百姓文化广场”设置诗
乡月明、梨园香韵、盛世欢歌、舞动巩
义、河洛大鼓等几个会场，为诗词、戏
曲、音乐、舞蹈爱好者开展活动提供了
场地。巩义还通过提供文化志愿服务，
增设照明、音响等设施，加开公交班次，
为群众参与文化活动提供方便。如今
诵诗、唱戏、唱红歌已成巩义新风尚。

文化强市、文化惠民的理念渐入人
心。巩义累计建成20个镇（街道）综合
文化站、316个村（社区）活动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先后获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河南省文化先进市等称号。牡丹
画、唐三彩瓷器等特色产业快速发展，
豫剧下乡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广泛开
展，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和谐宜居 夯实创建之基
无论是主城区，还是乡镇，都是创

建文明城市的主战场。面对城市建设
诸多“历史欠账”，近年来，巩义切实推
动全域创建，以文明的力量助推城市
发展，建设和谐宜居的城市。

以打造地区副中心城市为目标，
巩义不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
升综合承载能力。高起点规划，按照

“一带两轴，三城四点”城镇体系空间结
构，坚持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文

“化”城、以业“兴”城，编制完善城乡总
体规划和12项专项规划，中心城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覆盖率达到85%以上。

该市坚持重点工程、市政工程、民
生工程统筹推进，总投资313.46亿元，
实施项目 420项，已完成投资 150亿

元。投资13亿元实施23项市政道路工
程，打通断头路、卡脖路，城市道路运行
效率不断提高。建成燃气管道370.2公
里，实现管道燃气“镇镇通”和工业园区
全覆盖，燃气普及率达93%。实施公共
服务、老城改造、生态修复、人文关怀等
四大提升工程，着力提升群众生活品
质。新建幼儿园4所、中小学校5所，实
施棚户区改造项目28个、8936套。投
资2亿元整治老旧楼院238个、背街小
巷56条，投资2亿元修缮28条主次干
道，老城区面貌焕然一新。投资16亿元
实施伊洛河、石河治理工程，投资80亿
元实施“四河一库”生态水系建设。

随着“文明创建”与城乡建设提质
的深入推进，巩义的环境发生了巨大
变化，不仅老百姓的幸福感指数明显
提升，也吸引了中船重工、中建六局、融
创集团、恒大集团、碧桂园等一大批外
地客商，融创慈云小镇、正商西山小镇、
运动休闲小镇等42个重大项目花落巩
义，总投资达到1823亿元。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根本目的在
于通过创建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
质量、幸福指数和满意度，提升巩义发
展核心竞争力，让百姓更幸福，让社会
更和谐。”巩义市委书记袁三军说，我们
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不懈推
进文明创建与百城提质深度融合，把
巩义建成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
居的文明城市。③4

巩义：以文明铸就城市之魂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11月 14
日，记者从省农业厅了解到，截至当
天，我省已播种小麦8153.4万亩，占
预计播种面积的 99.4%，这标志着
我省小麦播种已基本结束。

省农业厅三秋生产农情调度日
报显示，截至11月 14日，全省已播
种小麦 8153.4万亩，占预计播种面
积的 99.4%，已出苗面积 7090 万
亩，全省麦播基本结束。

今年由于秋雨连绵，我省部分
地区秋收和麦播均受到影响，秋作

物发芽霉变，麦播期推迟。豫南地
区往年10月 5日后就开始麦播，但
今年由于雨水过大，至 11月初，部
分农民才开始播种冬小麦。

据了解，近段时间，我省各地农
业专家纷纷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
民播种小麦。在晚播地区，经技术
人员指导，一些农民更换了适合晚
播的小麦种子，并在播种时适当增
加了播种量。技术服务和科学播种
将为我省明年夺取夏粮丰收打下重
要基础。③7

已播面积占预计总面积99.4%

我省小麦播种基本结束

11 月
14日是“联
合国糖尿病
日”，宁陵县
民族医院的
医务人员为
居民义诊，
并向群众宣
传糖尿病的
预防和治疗
知识。⑨3
吕忠箱 摄

□本报记者 刘一宁

11月14日下午，一名精神矍铄的
老人健步走进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应急
指挥大厅，他就是党的十九大代表、著
名作家凌解放（笔名二月河）。“我参加
过5次党代会，今天来给人防系统的党
员干部职工谈谈我参加十九大、学习十
九大精神的体会和感受。”凌解放话音
刚落，现场就响起阵阵掌声。

3年前，凌解放曾用“蛟龙愤怒、鱼
鳖惊慌、春雷震撼、四野震动”评价反腐
形势。前不久，在十九大党代表通道
上，他用“天翻地覆慨而慷”来总结全面
从严治党取得的成效。

“古往今来，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
都极其痛恨。近年来，‘拍苍蝇’‘打老
虎’等反腐行动在人民群众心中留下深
刻印象。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应
该站在更高位置上，带领人民、动员人
民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凌解放认
为，要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加大人民群
众对腐败的监督，营造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的清廉环境。

此外，凌解放还讲到了“文化自
信”等十九大报告多次提到的热词。
他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我们的文
化自信与生俱来。”

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很快就结束
了，应急指挥大厅里的党员干部职工
纷纷表示，要继续学深悟透十九大精
神，有效履行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
急支援的使命任务，为河南人防事业
发展献计出力。③3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张晓静

11月 12日，濮阳国际杂技文化产
业园的排练厅内，十余名河南省杂技集
团的年轻演员借助蹦床，在3个高台间
跳跃穿梭。尽管只是日常训练，演员们
对高难度动作却没有一丝放松。

凭借武术元素的创意、传承人文精
神的表达，9月，河南省杂技集团以《侠·
义——蹦床技巧》作品，捧回中国杂技最
高奖“金菊奖”；10月，在世界三大杂技赛
场之一的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上，该团
成为问鼎“金狮奖”的唯一中国队伍。

大奖缘何频频青睐河南省杂技集
团？“创新，只有创新！”中国杂技家协会副
主席、河南省杂技集团董事长付继恩道破
玄机：“追求传统杂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用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
的手段，让杂技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从节目到剧目的嬗变
今年的“金菊奖”比赛在山东蓬莱落

幕后，在当地文化部门工作的李鑫对《侠·
义——蹦床技巧》念念不忘。“这个作品完
全改变了我对杂技的印象！演员穿着古
装飞檐走壁，加上灯光跟音乐的配合，更
像一部耐看的大剧。”李鑫回忆道。

将观众对杂技的印象从“玩把戏”
扭转到“一场秀”，河南省杂技集团依靠
的是对节目的创新。传统杂技里的顶
缸、转盘等单一技巧表演被“包装”，取
而代之的，是以杂技高难度艺术为核
心，融合体操、武术、戏剧、花样游泳、极
限运动等诸多元素的组合艺术模式。

河南省杂技集团前身为濮阳市民
间艺术发展中心，是濮阳市成立最早的
一家以杂技为主业的民营文化企业。
2013年年底由省委宣传部正式授牌，

濮阳市民间艺术发展中心更名为河南
省杂技集团。

多年来，“水秀热”是濮阳及其周边
城市的一种文化现象。河南省杂技集
团打造的大型剧目《水秀》累计演出
1000多场，凭借酷炫的舞台设计、大胆
的节目编排，将杂技的艺术感染力提升
到前所未有的境界。

付继恩兼任濮阳杂技艺术学校的
校长，他告诉记者，“我们在杂技教育上
进行了创新，解决了杂技人才文化低、
文凭低、出路少的问题。”目前，濮阳杂
技艺术学校的在校生中，有不少河南省
杂技集团的“订单”培养对象。

从国内到国际的跨越
优秀剧目创品牌，优秀品牌带产

业。近年来，河南省杂技集团甩开依靠
演艺闯市场的老模式，实现杂技与旅

游、杂技与餐饮、杂技与教育、杂技与道
具制作等“跨界合作”。

张伟生是河南省杂技集团拥有丰
富海外演出经验的“老手”，他正积极为
明年 5 月开始的常驻美国演出做准
备。“这种感觉很新鲜！以前都是来去
匆匆的比赛、表演，以后咱在国外也有

‘大本营’了。”
让中原文化“走出去”。去年8月，河

南省杂技集团在美国成立分公司，收购布
兰森国际大剧院，打造杂技文化美国训演
基地；去年9月，在加拿大启动上市议程
——这些“大动作”让丰富的杂技资源通
过跨行业、跨地域、跨国界的整合，形成优
势平台，真正转化为市场利润。

“现在‘全国杂技看河南，河南杂技
看濮阳’，我们要带领团队不断创新，创
作和演出水平不断与国际接轨，创作出
更多更好的作品。”付继恩说。③5

动员人民力量
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河南“杂技创客”挺立文化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