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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阳光再次唤醒大地，我们迎来

了新的一年。你好，2018！你好，我们

的新时代！

时间是最伟大的书写者，总会忠实

地记录下奋斗者的足迹。回首2017年，

党的十九大树立一座里程碑，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起改

变中国的力量，我们在新时代开启了

新征程。全面小康、现代化国家、民族

复兴……新时代的中国，中国的新时

代，从现实方位到未来擘画，让每个人

都有一种“处身大历史”的感觉。

我们也在这一年创造了历史。经

济发展稳中有进，仍然风景独好；民生

改善大步前行，1000 多万人摆脱贫困；

雄安新区谋划已定，“历史性工程”落

地生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中国智

慧引领世界；“复兴号”启程、C919 首

飞、国产航母下水、光量子计算机亮

相，科技创新定义未来。面对历史，可

以这样无愧地宣告：我们赢得了这一

年！

2017 年，也为极不平凡的五年画

上圆满句号。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

革，把“中国号”巨轮带入新的水域，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

让改革有新气势的时代，中流击水还看

今朝；这是让社会有新风尚的时代，党

风政风民风焕然一新；这是让人民有新

获得的时代，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

少”；这是对世界有新贡献的时代，中国

为世界注入正能量。力量向着复兴在

聚集，精神为着复兴而振奋，泱泱大国、

巍巍中华，曙光升腾、万物生长，神州大

地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复兴气象。

人是时间的尺度。2018 年，是贯

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

开放 40周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确立的

时代坐标上，这是最先到来的一个时

间节点。1978 年开启的奋斗，开创和

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二

字 凝 聚 起 最 大 共 识 ，激 发 出 最 强 能

量。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在实践中推进改革，在

改革中扩大开放，正是对 40 年峥嵘岁

月最好的致敬。

一时千载，千载一时，新的时代已

经在我们面前展开。时和势依然在

我，精气神鼓而不泄，这样的历史场

景，正需要我们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踏上时代新征程，以一往无前的奋

斗姿态成就历史新光荣。

让我们用奋斗去弘扬一种精神。

创业维艰，奋斗以成。40年来，我们在

无路中走出了一条新路、好路，以敢闯

敢试的勇气，以自我革新的智慧，以舍

我其谁的担当，让一个全球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过

去 5 年，我们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的闯劲，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绳锯

木断的韧劲，激荡全面深化改革的大

潮。改革创新，正是贯穿 40 年的时代

气质，“一股子气呀、劲呀”当常有，“杀

出一条血路”的气魄不能丢。新的一

年，唯有保持奋斗精神、奋发姿态，才

能赓续 40 年的精神血脉，在新时代破

浪前行。

让我们在坚守中拓展一条道路。

40 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中国道路的新

起点。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社会主义

中国在世界的东方巍然屹立。过去 5

年，我们用新奋斗打开新局面，步步逼

近光辉的山巅。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的中国，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

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2018 年，我们要为改革的四梁八

柱添砖加瓦，要让 1500 多项改革举措

开花结果。继续走下去，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实

现。唯有保持战略定力，才能让这条

历史和人民选择的道路，在我们的脚

下连通远方。

让我们以搏击来开创一个未来。

改革开放、民族复兴，这是多么壮阔的

征程，也是多么艰辛的跋涉。我们正

处在历史发展上升期，越是这种时候，

越需要清醒的头脑、准确的判断。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

治，打赢攻坚战不容易；科教兴国、人

才强国、乡村振兴，诸多战略等待着实

现；世界上仍有战争、贫穷、不公，还要

我们完善中国方案、提供中国智慧。

知难而进，难就不难，反而会化为成就

伟大与卓越的机遇。唯有不畏风浪、

直面挑战，才能把握好重要战略机遇

期，迎来新时代的气象万千。

时间的脚步永不停歇，奋斗的脚步

永不停歇。2018年，在改革开放的路上

走下去，凝聚磅礴力量、激荡复兴气象，

就一定能以今天的奋斗成就明天的光

荣。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带领下，奋力前行、勇开新局，不

负 我 们 的 梦 想 ，不 负 伟 大 的 时 代 。

（新华社北京2017年12月31日电）

本报讯（记者 刘勰）2017年 12
月 30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任正
晓到上蔡县和漯河市，不打招呼、不
要陪同，对脱贫攻坚、监察体制改革
和“双节”期间正风肃纪进行督查调
研。

任正晓一行首先来到上蔡县黄埠
镇小王营村，先后深入6个自然村、7
个村民组，随机走访农户，了解脱贫攻
坚第一手材料，并与驻村第一书记、村
干部座谈，共商脱贫规划。强调要加
强监督检查，助推精准脱贫，走好乡村
振兴之路；发挥本地优势，培养致富带
头人，搞好产业扶贫；惠及全体村民，
加强公共设施建设；引导村民养成卫
生习惯，加强乡风村容建设。

当天下午4时30分，任正晓一行
直接到漯河市纪委值班室，听取带班
领导作监察体制改革进展介绍，并到
当地饭店和宾馆，对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情况进行现场督导检查。

任正晓要求，完成好监察体制改
革要盯住关键环节，转隶组建后抓紧
开展专业培训，搞好纪法、法法衔接，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实现思想、职能、
工作、感情融合；纪委监委要一体运
作、统一推进，在严明纪律上作表率，
坚决杜绝在转隶组建过程中出现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高标准完
成改革试点任务；力戒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持续释放越
往后执纪越严、处理越重的信号。③7

本报讯（记者 栾姗）我省不少资
源型城市都存在着资源产业“一业独
大”的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如何
避免“矿竭城衰”的危机？2017年 12
月 29日，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河
南 省 资 源 型 城 市 转 型 发 展 规 划
（2017~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
出台，引导各类资源型城市探索新模
式，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我省是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共有
7个省辖市、7个县级市和1个县被国

家确定为资源型城市，数量居全国第
三位。“资源型城市转型最大的瓶颈，不
是资源要素的约束，而是有效供给不
足。”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张长星说，
实现资源型城市产业良性发展和“自我
造血”，需要根据资源型城市所处的不
同阶段，分类选择接续替代产业。

《规划》指出，高水平发展煤炭精
深加工产业促进成长型城市有序发
展，永城市提升乙二醇、醋酸等产品
精深加工能力，积极发展汽车铝板、
电子铝箔、电力型材等终高端铝加工

产品，打造特色鲜明、主业突出的煤
炭精深加工产业基地；加快发展壮大
支柱性接续替代产业推进成熟型城
市跨越发展，支持三门峡市培育壮
大铜基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
平顶山市培育壮大尼龙新材料、智
能电力装备、新一代智能终端等产
业，尽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
接续替代产业支撑能力支持衰退型
城市转型发展，支持焦作市打造“太
极圣地·山水焦作”旅游品牌和国际
文化旅游名城，创建国家级电子商务

示范基地和中原康养产业基地；推动
产业提质增效引导再生型城市创新
发展，支持洛阳市打造先进装备制
造、新型材料、高端石化等产业集群，
加快建设机器人及智能装备、航空光
电、锂离子动力电池等产业基地。

“不能等到资源枯竭了才转型。”
张长星提醒说，要加快发展壮大支柱
性接续替代产业，探索形成多元产业
体系健全、转型活力和内生动力充分
激发的转型发展模式，为全省资源型
城市转型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③4

本报讯（记者 何可 通讯员 任
学军 蒋士勋）2017年 12月 30日上
午，郑州地铁 1号线二期首列“荥阳
造”地铁在郑州中车四方轨道车辆有
限公司动调试验线上启动，并圆满完
成试乘体验。这次试乘活动，开启了
郑州自主生产制造地铁车辆的时代。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是中国中车股
份有限公司的核心子公司。在荥阳设
立的郑州中车四方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由四方股份与郑州投资控股、荥阳城市
投资、河南明泰铝业联合投资设立。据
郑州中车四方公司总经理蒋东明介绍，
公司目前已形成了从车体生产、涂装、
下料、组装、编组、单车试验、静态调试

到上线运行试验的全部制造能力，年可
新造轨道车辆300辆、修理400辆，郑
州本地化供应商配套率达35%。

即将在郑州地铁1号线二期“服
役”的首列地铁列车，不仅外观豪华
漂亮，而且乘坐舒适。据介绍，该车
辆全长 120米，最高运行时速 80公
里，六辆编组载客量超过 1500 人。
车辆按国际标准设计，车体采用轻
量铝合金，在防火安全、绿色环保、
防噪减震、碰撞防护等方面均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目前该公司正在生
产的 13列 78辆地铁车辆将全部用
于郑州地铁1号线二期工程，总产值
达到6.1亿元。③7

本报讯（记者 王冠星）2017年 12
月29日，河南省农民工“返乡下乡创业
助力脱贫攻坚”项目大赛决赛在郑州举
行。经过初赛、复赛、决赛等环节层层
筛选，来自全省各地的36个优质创业项
目最终摘得奖项，其中有12个项目与投
资基金公司现场签订了投资意向协议。

此次大赛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团省委共同主办，旨在搭建创
业项目与投资机构对接平台，促进优
质返乡下乡创业项目转化，进一步激
发农民工等人员返乡下乡创业热情，
助力全省农村地区脱贫攻坚。

据介绍，为破解农民工返乡创业
的资金瓶颈问题，我省设立了省级农

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基金，总规模100
亿元，首期规模50亿元，省财政出资
5亿元已到位，募集社会资本45亿元，
目前已完成基金注册登记。部分市县
（区）也设立了返乡创业投资子基金，
如新蔡县、长垣县分别设立 1亿元、
5000万元投资基金。除了在本次大
赛中脱颖而出的部分创业项目将获基
金投资，我省还将177个返乡下乡创
业项目纳入投资基金扶持项目库，对
优质项目将给予基金支持。

据悉，目前全省农民工返乡创业
累计达 98.9 万人，创办企业 50.5 万
个，带动就业590.6万人，一大批农村
劳动力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③4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眼下，安阳人乘
飞机出行，需先坐车到郑州或邯郸机
场。但再过一年半时间，安阳人在家
门口，就能“飞”往四面八方。

2017年 12月 29日上午，记者驱
车来到汤阴县瓦岗乡瓦岗村的安阳
机场项目工地。随着一声“开工”令
下达，安阳机场正式开工建设。

据介绍，安阳机场定位为支线运
输、通用航空和航空体育运动相结合
的综合性、多用途机场，同时作为郑州
新郑国际机场的备降机场。项目总投
资为 11.32亿元，占地约 2490亩，预
计2019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安阳市机场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目前来看，黄河以北、长治以东、济
南以西、石家庄以南的范围内，只有一
个航线有限的邯郸机场。而安阳机场
位于安阳、濮阳、鹤壁三市交界地带，
可直接服务这三市市民出行。“安阳机

场将弥补豫北没有民用机场的空缺，
在半径150公里范围内，满足3000多
万人口的航空出行需要。”

安阳机场于2011年 4月列入国
家民航发展“十二五”规划。机场建成
后，计划使用A320、B737等国内各类
支线飞机，并将陆续开通安阳至上海、
广州、青岛等10多个城市航班，兼顾
航空物流、通用航空和航空运动功
能。待运营成熟后，还将开通安阳至
日韩两国的国际航班。根据规划，到
2025年，安阳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将达
到70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达2600
吨，年飞机起降8550架次。

开工仪式前，安阳市还与河南民
航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约定将围绕安阳机场，重
点布局航空运动、航空教育、航空研
发制造、通用航空运营等产业，打造
一个总投资超过200亿元、产值超千
亿元的航空产业新城。③7

我们的新时代 历史的新光荣
——元旦献词

《河南省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规划（2017~2020年）》出炉

避免“矿竭城衰”实现“自我造血”

任正晓在上蔡县和漯河市督查调研时强调

改进作风 助推脱贫攻坚
抓住关键 如期完成监察体制改革

省级投资基金助力农民工返乡创业

安阳机场正式开工建设
建成后将弥补豫北没有民用机场的空缺

完成试乘体验

“荥阳造”地铁将投入郑州地铁1号线

▶2017年12月31日，在宜阳县上
观乡梨树沟村香菇种植基地，村民正在
大棚内采摘香菇。该基地采取到户增
收、提供就业岗位等方式，带动20户贫
困户走上脱贫致富路。⑨6 仝少飞 摄

▼2017年12月31日，内乡县灌涨
镇前湾村的扶贫工作队员正在帮助贫
困户陈志华采摘草莓。在扶贫工作队
的帮扶下，陈志华建起了草莓种植园，
半年时间就成功脱贫。⑨6 张中立 摄

2017年12月31日，汝阳县书法爱好者来到柏树乡移民华沟安置点，为
移民义写春联，祝贺喜迁新居。据悉，前坪水库是全国172项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项目之一，其移民涉及汝阳县3个乡（镇）2843户11534人。其中，柏树
乡移民华沟安置点项目圆满竣工，可安置245户1105人。⑨6 康红军 摄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2017年12月28日一大早，南阳市
宛城区黄台岗镇玉琦农业合作社预约
的一辆物流货车就已经来到了村口。
看着刚收购的卷心菜、胡萝卜等新鲜
蔬菜装上了车，合作社负责人冯玉琦
高兴地说：“现在农村路好，这车菜不
到一个小时就能运到城里，再也不用
靠小三轮车往外一点一点拉菜了。”

作为我省三个国家级“四好农村
路”示范县之一，宛城区农村公路通车
总里程达1531公里，连通城乡的路网
支撑起便捷的客运和物流网点。每
天，全区 71 条客运班线日发送旅客
7500人次，8个乡镇、一批行政村分别

设立了物流配送站、点，每年向北京等
地输送60个品种、2000吨优质农产品。

路畅通了，带给当地农民的利好
不只是出行便利和运输快捷。沿着宛
城区打造的黄台岗镇至瓦店镇农游景
观大道，两侧的岳庄南阳画家村、豫花
园万亩苗木基地、大山农游庄园和逵
营村艾草小镇等乡村景观，已经成为
城市人冬季近郊游的热点线路，带动
出一条集特色种养业、农村电商、客货
运输、乡村旅游等于一体，产业协调发
展、共同致富的“最美农村路”。

宛城区农村公路变迁，是南阳市
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的一个缩影。
截至 2017年 11月底，该市投资 12.03
亿元，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 2300 公
里，并对 80%的四级以上乡道提升建

设标准，其中成为省级文明示范路的
道路达695.6公里，总里程居全省第二
位。目前，该市以“路运并举”为方针
打造农村客户和物流服务体系，全市
4073 个行政村实现 100%通车通邮，
建成225个农村客运站、586条农村客
运班线，形成了从市到村的四级客运
网络，宛城、西峡、内乡等6个县区成为
全省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示范县。

“四好农村路”又是南阳市广大农
村的脱贫路、致富路。2017年以来，内
乡县以争创“四好农村路”示范县为目
标，对全县1700多公里县乡村道路全部
按照“四好农村路”的标准改造，除财政
投入8000万元以外，还申请通过国家开
发银行融资4亿元用于路网建设。

南阳市交通运输局局长王志凯介

绍说，他们把农村公路建设与交通扶
贫结合起来，资金和政策上向贫困地
区重点倾斜，2017年投资的10.2亿元
都用于贫困农村道路建设，市级财政
还拿出 3000万元奖励交通扶贫先进
县区，保证任何一个项目都不会因为
资金问题搁浅或者推迟。

经过近两年的建设改造，南阳市
178个易地搬迁安置点已经通路的达
115个，671个贫困行政村中已有611个
达到交通运输硬化路标准，这些平直的
水泥路直接通到贫困村的千家万户，出
门难、运货难不再是困扰他们的话题。
对于剩下的60个位于深山区的贫困行
政村，南阳市准备在今年完成 42个，
2019年底完成最后18个，届时所有的
贫困村再也不会遭受行路难之苦。③7

南阳：建成“四好路”摘掉贫困帽
关注“四好农村路”建设

特色农业铺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