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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塑中国经济的伟大创举

从做大“量”到
追求“质”，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思想指
引下，“中国号”巨轮
驶入高质量发展新
航道

理念再塑

向 市 场 要 潜
力 ，向 供 给 端 要 动
力，向创新要红利，
中国经济在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过程
中蓄积发展的磅礴
动能

动力再塑

中国经济在保
持增长与保护生态
的互促共进中艰难
探 索 ，在 以 人 民 为
中心的发展中厚植
根基

底色再塑

立 足 万 里 江
山，放眼五洲四海，
整 合 融 通 、纵 横 捭
阖 ，打 造 更 加 坚 实
开 阔 、更 具 持 久 活
力 的 经 济 发 展“ 新
版图”

空间再塑

奋进在新时代的浩荡春风里
——习近平总书记同出席2018年全国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纪实

2018 年春天的盛会，为新时

代写下浓墨重彩的华章。

党的主张、人民的心声、国家

的意志交汇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凝

聚起无往而不胜的磅礴力量。

连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分别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

蒙古、广东、山东、重庆、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代表团审议，看望参加全

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

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

参加联组会，同代表委员们真情互

动、坦诚交流、共商国是，再一次发

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的号令。

新时代新动力——“要苟日新、日日新，要天行健、自强不息”

在广东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深有感触地说——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发展道

路，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换，就不能真正强大起来。”

在重庆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表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如我们先人所讲，要苟日新、日日新，要天行健、自强不息。”

新时代新使命——“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向代表们袒露心声——

“在选举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时，党中央提出，中央领导同志应选择老少边穷地区参加

选举。我选择在内蒙古自治区参加选举，表达了党中央对民族边疆地区的重视，体现党中

央加快推进欠发达地区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

在内蒙古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为脱贫攻坚工作把脉开方——

“要把脱贫攻坚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来。”

在内蒙古、广东、山东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都对如何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进行了系统阐释——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质量。”

新时代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需要四梁八柱来支撑，党中央是顶梁柱”

习近平总书记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需要四梁八柱来支撑，党是贯穿其中的总的骨架，党中央是顶

梁柱。同时，基础非常重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需要千千万万像老马同志这样的基层干部，发挥共产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在重庆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政德课”——

“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新时代新气象——“人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夫”

人民，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思考、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人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夫，千方百计为

群众排忧解难。”

这是上下一心、凝聚众智的强大力量——

从 3 月 4 日到 12 日，9 天时间里，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 6 个团组参加审议讨论，听取了

48位代表委员的发言，同大家深入互动交流。

河南是我国粮食主产区。我省以
“四优四化”为抓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大力加强粮食生产核心区
建设，粮食综合保障能力巩固提高。

高标准良田建设持续推进，为保
障粮食安全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主
要口粮作物小麦、稻谷播种面积保持

基本稳定的基础上，主动调整粮食种
植结构。2017年，粮食总产量再获
丰收，全省粮食总产量5973.40万吨，
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位居全国第二
位。其中，夏粮产量稳居全国第一，
小麦产量约占全国四分之一，夏粮生
产再创历史新高，对全国夏粮增产的
贡献率达58.8%。③4

2018年《河南经济蓝皮书》发布

河南交出亮眼成绩单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河南调研指导工作时，嘱托河南要围绕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及竞争力，着力打好“四张牌”：以发展优

势产业为主导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构建自主创新体系为主导推进创新

驱动发展，以强化基础能力建设为主导推进培育发展新优势，以人为核心推进

新型城镇化。

4年过去了，总书记的嘱托，河南落实得怎么样？

内陆河南正在成为开放高地。
跨境电商“郑州模式”持续领跑全国，
构建起买全球卖全球的“网上丝绸之
路”，2017年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超
千亿元，同比增长 33.3%，河南省进
出口总额达5232.79亿元，是2013年
的 1.4倍，新郑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
值稳居全国保税区第一位。全省进
出口总值从 2013 年全国第 12位前
移到2017年第 10位；河南外贸依存
度由 2013 年全国第 22 位前移到
2017年第 18位，标志着我省对外开

放程度越来越高。
2013年国务院批复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这是我国
第一个以发展临空经济为主要特点
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几年来，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郑州航空港区的
建设和发展，全方位予以支持。2015
年年底郑州机场二期投运后，货邮吞
吐量由 2013 年全国第 12位提高到
2017年第 7位，旅客吞吐量由 2013
年全国第 18位提高到 2017年第 13
位，双双跃居中部第一。

蓝皮书主报告显示，我省着力推
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17年第三
产业占 GDP比重为 42.7%，比 2013
年提高 7.2个百分点，成为拉动经济
增长的第一动力；着力推动创新驱动
发展，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
设迈上新台阶，2017年郑洛新三市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的比重达44.7%，高于全省
8.6个百分点；着力强化基础能力建
设，河南自贸试验区等科学发展载体

功能持续强化，截至2017年年底，入
驻自贸试验区的国内外 500强企业
达到137家，以航空网、干线铁路网、
高等级公路网为主骨架的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初步建成；着力推进新
型城镇化，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获国
务院批复，郑州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2017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
50%，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人
民生活持续改善，全省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超过2万元。

始终牢记打好“四张牌”的嘱托

始终牢记“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
通道枢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多作贡献”的嘱托

始终牢记对河南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这个优
势、这张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的嘱托

扫二维码看视频
重温总书记
春天的嘱托

本报讯 2014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两次
来河南调研指导，殷切嘱托河南要“着力打好

‘四张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进程中更加出彩”。四年来，在省委的坚强领
导下，全省人民牢记总书记嘱托，不忘初心，砥
砺奋进，从严从实抓党建，矢志不渝谋发展，凝
神聚力惠民生，不断谱写河南发展新篇章。

值此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四周年之
际，今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重磅推出精心制
作的特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奋斗新时代 春意满中原》
及融媒产品。河南日报记者沿着总书记的足
迹，用饱蘸激情的笔触重温四年前那个春天
的故事，充分展现四年来我省政治经济社会
各领域的新亮点、新成就，全面反映河南干部
群众不负总书记嘱托，“撸起袖子加油干”，开
创河南发展新局面、描绘中原大地新蓝图的
生动实践。

特刊采用融媒传播，版面运用AR技术，
扫一扫即可生动再现总书记与中原百姓在一
起的珍贵影像；集团系列媒体及新媒体平台
同步转发特刊重要内容，并推出一批融媒产
品，不断放大特刊影响；省内各主要新闻媒体
也将同步推送，敬请关注。①2

又讯 河南新闻广播3月13日起，在《河
南新闻》《河南新闻联播》栏目《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
新气象新作为》专栏重磅推出《奋斗新时代
春意满中原》4篇录音报道。

河南卫视从3月15日起分别在《河南新
闻联播》和《聚焦》栏目《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气象
新作为》专栏重磅推出《奋斗新时代 春意满
中原》系列报道，系列报道共分三期，每天一
期。3月16日，河南卫视在晚间黄金时段重
播大型专题节目《毋改英雄意气》，时长53分
钟。3月17日，河南卫视推出10分钟的特别
报道《不负嘱托 打赢脱贫攻坚战》。①2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推出大型特刊

奋斗新时代
春意满中原
河南广播电视台推出同题大型系列报道

02│聚焦两会

04│聚焦两会

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四周年纪念特刊·T01～T16

本报讯（记者 樊霞）3月 16日，
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省统计局正式发布2018年《河南
经济蓝皮书》。蓝皮书上，一个个振
奋人心的数据汇聚成一份亮眼的成
绩单。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殷切
嘱托，4年来，省委、省政府精心谋划
理思路，脚踏实地抓落实，坚持‘三
个同步’‘三个高于’，奋力推动河南
高质量发展。”省统计局副局长赵德
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