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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栾姗
本报通讯员 张新军

2月 15日晚上，除夕夜，河南能源
化工集团天峻义海公司的食堂里摆开
了大阵仗：100余名河南籍的煤炭工
人团聚一堂，围坐了 10余桌，集体吃
年夜饭，在欢声笑语中共同迎接狗年
新春的到来。

天峻义海公司组建于2003年，是
青藏高原上第一家取得资质的煤矿企
业。公司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天峻县，这里平均海拔 4300
米，冬季寒冷。为了保障青海省冬季
的煤炭供需平衡，公司超过三分之一
的职工放弃了春节与家人团聚的机
会，留值做好春节期间的煤炭装运和
销售工作。

红火的春联贴起来，偌大的铁锅
支起来，扑鼻的香味飘出来……当天，
食堂的厨师们给留值职工做了丰盛的

年夜饭，酸汤小酥肉、辣椒回锅肉、土
豆炖牛肉、香菇青菜、手撕包菜，许多
菜肴都是家乡口味，既饱胃又暖心。
各科室留值职工，在不影响正常工作
的情况下，到食堂集体帮忙包饺子。

开餐前，留值职工坐在一起照全
家福。“一、二、三！”随着清脆的口令，
相机定格下大家灿烂的笑容，职工们
通过微信将其发送给中原的亲人。

大家兴奋地谈起这些年来的新变
化：“从一个年缴税金14.4万元的小煤
窑，发展到年缴税金 8.1 亿元的大公
司”“赴青海进行二次创业，如今成为
西部大开发的尖兵”“木里矿区地处生
态保护区祁连山和三江源，煤炭也可
以是绿色产业”。

“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加大煤炭下
游产品的开发力度，拉长产业链条，做
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为河南和青海
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公司副
总经理李俊松说。③5

□本报记者 李若凡

冬季本是农民最闲的季节，然而
在孟津，春节是很多农民最忙碌的时
候，忙着销售水果蔬菜，忙着招待八方
宾朋，忙得甚至让城里人羡慕！

临近春节那几天，位于孟津县多彩
长廊田园综合体东南部的送庄社区居委
会的一间空房内，该社区党支部书记赵
建标每天都带领十几位乡亲包装蔬菜。
他们将鲜嫩的黄瓜、西红柿等蔬菜裹上
保鲜膜，放进送驾庄蔬菜专业合作社的

“无公害蔬菜集装箱”内，装车销售。
“这一箱蔬菜卖150元左右，绝对

新鲜，绝对有机。”赵建标说。为了“证
明”他的说法，他带记者走进了几座蔬
菜大棚。棚外寒风凛冽，棚内温暖如
春、生机盎然。西红柿饱满圆润，黄瓜
顶花带刺。赵建标随手摘下一个熟透
了的西红柿，用力一掰，汁水便滴洒出
来，青色籽，红沙瓤，酸甜爽口。

一个蔬菜集装箱售价 130 元至

150 元，春节前一周出货，至少销售
8000箱。赵建标说：“现在很多城里
人都羡慕俺，吃的是有机菜，挣的不比
城里人少！”

田园综合体另一家龙头企业——
京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吕妙霞的
春节也异常忙碌。吕妙霞原本和丈夫
在北京做水果生意，生活富足。但
2009年回孟津过春节的时候，她看到
很多乡亲农闲时除了打牌几乎无所事
事，大把时间都浪费了，怎么能致富？
于是她决定回乡创业。经过近十年的
摸爬滚打，她的草莓园已经远近闻名。
恰逢春节假期，开车前来摘草莓的游客
络绎不绝。吕妙霞说：“现在过年是城
里人休闲，我们农民忙工作！”

据介绍，孟津县多彩长廊田园综
合体已经成为全国 15个田园综合体
建设试点之一，河南省仅有 2家。全
县有 16000多人从事休闲农业，人均
从休闲农业中获得年收入 16300 多
元。③5

孟津职业农民的忙碌新年

“世界屋脊”上的年夜饭
□本报记者 薛迎辉 郭戈

红红的灯笼，整齐的传统四合
院，精彩的“二鬼摔跤”表演，丰富的
特色小吃……今年春节期间，淇县西
岗镇秦街民俗文化园呈现一片喜气
洋洋的节日气氛。

2月 19日，大年初四，秦街村游
人如织，热闹非凡。“真没想到，小小
的秦街村这么好玩，不仅可以欣赏古
街古韵，还可以体验朝歌民俗，滑雪
嬉戏更是妙趣横生。秦街的过年大
戏，真中！”来自安阳的游客刘先生，
对秦街之行很是满意。

可在几年前，秦街村却是另一番
光景：街道脏乱差，一下雨便污水横流，
垃圾更是随地倾倒。秦街村虽然交通

便利，且淇河流经村旁，但由于种种原
因，过去一直是当地的落后村。

“这都得感谢春保啊，齐刷刷的
白墙和景观树，垃圾有专人清理，还
通了天然气，俺村可不比城里差。”村
民李树合自豪地告诉记者。村民口
中的“春保”大名叫李树祝，是秦街村
党支部书记。在李树祝的带领下，秦
街村一年小变样，三年大变样，入选
2017年河南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成了
周边各村羡慕的对象。

“看到别的村都发展起来了，我
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直寻思着怎么为
乡亲们做点事。”李树祝说，他是响应
淇县的“头雁回归”工程，于 2014年
10月回到村里任党支部书记的。由
于长年在外做建筑业，回乡不久，李

树祝就自己投资 30多万元，为村里
办起了预制构件厂，用生产的海绵
砖、路沿石等，硬化了村里的 5条街
道，整治了村里环境，极大改变了村
容村貌。

乡村要振兴，村容村貌改善只是
第一步，关键是产业支撑。在去浙
江、郑州等地学习取经之后，李树祝
和村两委结合当地实际，定下了发
展“林果业+旅游”的发展大计。“村口
的 500亩地，种的都是黄桃，虽然去
年刚挂果，但每亩地也为村民增收了
1000多元。”李树祝告诉记者。由于
效益可观，许多村民正和村里商量着
扩大黄桃种植的事儿。

“这两年，俺村的年味越来越浓
了，来我们这儿体验民俗的游客也越

来越多了。”村民赵合香说。在发展
黄桃种植的同时，秦街村利用河滩荒
地打造了以秦街村小吃街为代表的
秦街民俗文化园。目前秦街民俗文
化园已建成茶楼、戏楼、古官道、民俗
体验馆等，与之配套的滑雪场、冲浪
场、儿童游乐场也都投入运营。村集
体经济的日益壮大，让秦街村焕发出
新的活力。

品尝特色美食，观看非遗表演，
体验朝歌民俗文化，参观明代官窑遗
址，游览淇河风情园，体验田园生活
乐趣，“留住乡愁”的秦街村已成为
当地旅游的一张新名片。据统计，春
节期间，每天都有安阳、新乡、滑县及
周边的上万名游客前来秦街村游
玩。③5

乡村美了 年味浓了

2月16日，开
封市翰园碑林内
举办的新春祭祖
大庙会上，演员正
在表演精彩的文
艺节目。春节期间，
该市公园景点内
丰富多彩的民俗
文化活动让游客
大饱眼福。⑨6
李俊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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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更高举起改革大旗，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
应运而生，一场新时代的思想大解放
席卷神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由此步入崭新境界、结出丰硕果实。

新时代催生新思想——
高举改革大旗，破解时代课
题，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
改革重要思想应运而生

隆冬时节，“特区中的特区”广东
深圳前海一派勃勃生机——

80多个工地同步在建，一座新城
拔地而起，16万多家注册企业、6万多
家开业企业推动其经济总量跃上千亿
级台阶……

仿佛一个巧合。1979年，开山填
海的炮声震醒了沉睡的深圳蛇口，打
响改革开放“开山炮”。

30多年后，一片泥泞滩涂上崛起
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桥头堡”——深圳
前海，与蛇口仅仅一山之隔。

不变的山岭，见证巨变的时代。
从“深圳速度”到“前海气魄”，同样的
是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不同的是
时代变革背景下的改革使命与方向。

2012 年 12 月，习近平担任总书

记后首赴地方考察，第一站来到前海。
面对这片处女地，习近平总书记

作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
水区”的判断，呼吁全党上下“敢于啃
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做到改革不停
顿、开放不止步”。

清醒的判断、坚定的态度、果敢
的抉择，无不基于对时代脉搏的准确
把握。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迅速
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
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与活力。

然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并不
比发展时少，改革进程中解决了矛盾
也积累了新的矛盾。

就在总书记广东之行后不久，广
州市一位政协委员将一张建设工程项
目行政审批“万里长征图”公之于众：
在广州投资一个项目，要经过20个委
办局，100个审批环节，盖 108个章，
最快也要700多个审批工作日！

从历史的天空俯瞰当时的中国，
“白发社会”已经到来，增长方式简单粗
放、城乡区域发展失衡、实体经济乏力、
地方债务高企……酝酿着系统性风险。

将镜头拉近一些，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公平正义的需要与日俱增，而
既得利益集团固守藩篱，使人才上升
碰到“天花板”，创新创业遭遇“玻璃

门”，社会活力不足。
经过近40年大变革大发展，中国

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
速度与质量的权衡、活力与有序

的把握、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两难甚至
多难情况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国家
治理能力；与此同时，改革进入深水
区，利益格局固化板结，曾经的改革推
动者成为深化改革的反对者……

中国的伟大变革，总是在直面问
题中展开波澜壮阔的画卷。

针对“往哪儿改”的困惑，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
二次集体学习，强调“在方向问题上，
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
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回答“要不要改”的疑虑，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天津滨海新区，强调“保
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需要进一
步深化改革，下大气力解决体制机制
弊端”；

破解“怎么改”的课题，习近平总
书记在湖北武汉冒雨考察工作，在全
面系统总结中国过去 30多年改革开
放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和把握改革规
律，首次提出正确处理改革的“五大关
系”问题；

……

在广泛调研中加深认识，在冷静观
察中科学研判，在深入思考中谋篇布
局。广东之行后不到一年间，习近平
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深刻
回答了事关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改革
思想。

这是一位大国领袖的远见卓识，
更是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抉择。

为系统梳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思想，并将其上升为全党意志，2013
年 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以一次中央全会专题讨论全面深化改
革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
旋即成立，习近平总书记亲任组长。
通过半年多的征求意见、专题讨论、调
查研究和反复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草
案）》正式形成，并在党的全会上获得
全票通过。

决定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
意义和未来走向，提出了全面深化改
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
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
景、新目标，被认为是习近平总书记全
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的集大成者。

改革大旗高高举起，时代大潮势
不可挡。

（下转第三版）

谱写新时代改革新篇章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启示录

本报讯（记者 宋敏）2月 21日记者
了解到，春节长假期间，全省交通运输
流量持续攀升，其中高速公路收费站出
口总流量约 1469.3 万辆，同比上涨约
28.4%；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管内累计发送旅客231万人次，较去年
同期增加8.59%；郑州机场发送旅客突
破55万人次。

春节假期，全省各大火车站探亲、
旅游、务工、商务、学生等客流相互叠
加。其中2月20日、21日返程高峰，中
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管内分别
发送旅客 41.8万人次、48.9万人次，较
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3%、7.9%。从2月
18日（正月初三）起中转长途客流呈现
阶梯式增长，主要发往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兰州、重庆、昆明等城市；2月
17日（正月初二）至 2月 20日（正月初
五），省内短途客流集中在安阳、焦作、
新乡、开封、洛阳、三门峡等旅游城市，
探亲、旅游客流较大。

目前返程客流高峰还在持续，我省
铁路部门将优化运力安排，加大动车组
重联比例，扩大热门方向运能，计划增
开直通临客列车72.5对。其中，增开始
发直通临客列车26.5对，主要发往北京

西、武昌、汉口、广州南、深圳、西安北、
温州南、成都等方向；增开管内临客列
车10对，主要往返于郑州至安阳、郑州
至商丘、郑州至洛阳龙门、郑州至三门
峡、郑州至灵宝等，方便省内旅客到郑
州中转换乘。

春节期间，全省道路运输市场平稳
有序，无旅客滞留现象发生，无道路运
输安全事故。高速公路 7座以下小客
车累计免费约1439.9万辆，占总流量的
97.9%；收费站日均出口流量约为 210
万辆，是去年日均出口流量125万辆的
1.68倍。

春节期间，全省交通运输部门加大
客运站、配客点、旅客集散地和出租汽车
停靠点等源头监督、巡查力度，严厉打击
哄抬运价等行为；通过多种方式及时发
布乘车信息，增加售票窗口、延长售票时
间，利用省道路旅客联网售票系统为旅
客提供购票便利；运输企业及时增开加
班、包车运送旅客，并加强农村庙会、赶
集和其他大型集会的运力保障。

春节七天假期，郑州机场共执飞航班
4100余架次，发送旅客突破55万人次。
其中2月20日创客流新高，有近9万人在
此抵离。伴随客流增加，（下转第二版）

春节期间我省“铁公机”
暖心又给力

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