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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本报讯（记者 卢松）4月 13日，省
纪委印发《在全省纪检监察系统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宪法和监察法的通知》，
要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提高政治
站位，明确工作重点，创新方式方法，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宪法和监察法
的热潮，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推动宪法和
监察法在全省全面有效实施。

通知指出，要明确学习宣传贯彻
的重点，从五个方面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广泛宣传发动，精心组织实施，为
持续提升全省反腐败工作的规范化法
治化水平、实现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
提供思想引领，营造舆论氛围。

突出重点人员，强化针对性。要

学以致用，切实增强纪检监察机关和
纪检监察干部学法用法的行动自觉；
强化约束，确保学习宣传活动全面覆
盖所有监察对象；多措并举，推动宪法
和监察法深入人心，让所有依法行使
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懂法
规、明戒惧，知敬畏、守底线。

用好宣传阵地，体现广泛性。把学
习宪法和监察法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
院必修课，纳入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宣讲
的重要内容，列入各级党委（党组）中心
组学习内容；用好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示范点）、报刊栏等固定阵地，用活公
交车、地铁等流动阵地，使宣传工作深
入百姓日常生活；在人流较为集中的广
场、车站等场所，（下转第二版）

第十二届2018
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开放创新·合作共赢 距开幕还有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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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纪委印发通知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
宪法和监察法的热潮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时间，是记
录历史的坐标，也是丈量事业发展的
标尺。改革开放40年来，郑州有着怎
样的发展变化呢？

一组数据给出真切答案。4月15
日，记者从郑州市统计局了解到，该
局对外公布了郑州 1978-2017 年历
年经济主要指标。数据显示，1978
年，郑州市 GDP20.3 亿元，1998 年为
610亿元，2008年为 3012亿元，2017
年达到9130.2亿元，40年增长448.75
倍，20 年增长 13.96 倍，近 10年增长
2倍。

近20年，郑州市第一产业由1998
年的38.8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158.6
亿元，增长 3.08 倍；第二产业由 1998
年的317.7亿元增长到2017年4247.5
亿元，增长12.36倍；第三产业由1998
年的253.5亿元增长到2017年4724.1
亿元，增长17.63倍。

近40年来，郑州市中心城区城市
建成区面积增长6倍多，达到456.6平
方公里，相当于1500个人民公园那么
大。全市总人口由1978年的437.9万
人增长到 2017年的 988.1 万人，增长
125%。③4

生产总值增长近449倍 城区扩大6倍

大数据见证郑州四十年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刘勰）4月15日，省委书记
王国生、省长陈润儿在郑州会见来豫参加2018两岸
智能装备制造郑州论坛的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
理事长曾培炎，台湾方面理事长萧万长、副理事长江
炳坤和两岸企业家峰会嘉宾。

会见时，曾培炎说，河南是制造业大省，经济总
量在全国排第五位，这几年通过转型升级，发展势
头很好，面貌变化很大，正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在河南举行 2018两岸智能装备制造郑州论坛，必
将推动大陆和台湾在智能制造方面加强合作、实现
互利共赢，感谢河南对论坛的支持，希望论坛取得
圆满成功。

王国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
对大家多年来给予河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简
要介绍了河南省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河
南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区位优越、交通便利,是经济
大省和人口大省，发展后劲足、潜力大。近年来，河
南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对外开放等一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
展，河南影响力大幅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
会越开越大；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
野、更大的力度谋划和推进改革开放。我们将认真
贯彻落实总书记要求，以更加开阔的胸襟、创新的思
维、务实的举措，努力开创河南改革开放新局面。两
岸企业家峰会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广泛认
可，促进了两岸企业家经济界人士务实交流、高效合
作，必将助推河南全方位对外开放。大家为河南出
彩而来，希望继续深化合作，河南将提供更好的营商
环境，推动豫台在合作中实现共赢，增进两岸同胞亲
情和福祉。

萧万长、江炳坤等嘉宾对会见表示感谢，对近
年来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开放举措表
示赞赏，对河南发展前景充满期许，愿意推动两岸
企业家利用此次难得机会，加强交流合作，优势互
补、共创双赢。

王国生等省领导还会见了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
方面秘书长魏建国、召集人傅成玉，台湾方面秘书长
陈瑞隆、召集人施颜祥等嘉宾和企业家代表。

孙守刚、马懿、穆为民、刘伟参加会见。③7

每年 4月 15 日左右，
是兰考桐花绽放最热烈的时候。
春树暮云，睹物思人，看到历经55
年风霜的焦桐依然花开满枝，清香
袭人，怎能不生感慨？

近年来，在焦裕禄精神鼓舞
下，兰考在全省率先摘掉了贫困县
的帽子，经济社会、城乡面貌、干部
作风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群
众都说：“焦书记又回来了！”目前，
兰考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时
“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
发展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
起来”的指示，谱写奔小康新篇章。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焦桐花
开的季节，让我们献上一缕馨香，
遥寄春天的思念并告慰永远活在
人民心中的焦裕禄书记。③7

□本报记者 周岩森 陈慧

许是近几年总去兰考采访，而每
次必定参观那棵树——焦桐，心里就
不由地惦念她，但从没有见过她开花
的样子，决定无论如何，今年开花的时
候要去访一访。

4月14日，周六。一大早坐高铁，
辗转至焦桐树下，已是上午10点。一
进兰考县城，就不时见有紫桐花旁逸斜
出，云朵一样停驻在房前屋后。到了焦

桐附近，几十亩泡桐竞相绽放，简直成
了桐花的海洋，绿色的草坪配上连绵的
紫白，虽然是阴天，仍然感觉世界在灼
灼地闪烁；花香阵阵，浓得好像要把人
托起来。焦桐，家长一样伫立着，黝黑
粗壮的枝干盘曲延展，挂满紫色风铃，
风中丁当呢喃，像一串串关爱和叮咛。

一
老魏就在树下。
老魏叫魏善民，今年 76岁，是当

地村民，自发管护焦桐47年。
每天早晨 6点左右，他放上扫把

簸箕，骑着三轮车，从不远处的村里来

到树下，清扫周围垃圾落叶，根据季节
及天气情况浇水施肥。

“白天没事儿，我也在这里。在这
儿坐着心里踏实，精神也好，外地来人
要想了解个啥，我都给他讲。”老魏腰
板挺直，声如洪钟，说起话来枣红色的
脸上都是笑，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似
的。他还担任焦裕禄干部学院的义务
宣讲员，为学员讲焦书记的故事，讲这
棵树的前世今生。

50多年了，老魏心中的焦裕禄依旧
那么熠熠闪光。1962年12月6日，党
派焦裕禄来到兰考县，老魏所在的城关
公社胡集大队朱庄村因为离县城近，成

了焦书记随时了解情况、倾听群众呼声
的地方。这里是有名的大风口，焦书记
通过走访群众找到栽泡桐治理风沙的
办法。1963年3月，焦书记从山东东明
筹措了1000多棵泡桐树苗，和朱庄村
民一起植树造林。当年20岁的魏善民
和焦书记一组，“有时候我挖坑，他培
土，有时候他扶住树我填土”，老魏指
着身旁的焦桐说，这棵树本来是当时
弃置不用的，临结束时焦书记拿起来
看看说树根儿还好，让种上。中午焦
书记在他家吃的红薯面黄豆面条，腌
的白萝卜丝儿，可能看到老魏家里孩
子多，（下转第三版）

开放大中原 今朝更出彩
——写在卢森堡旅游签证（郑州）便捷服务平台揭牌运营之际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
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一书，近日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
容。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统筹发展和
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
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习近平
同志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发表的一系列

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
邃，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了
新的高度和境界，是指导新时代国家安全
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认真学习习近平
同志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
对于全党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总体国家安全
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

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加强国家
安全能力建设，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论述摘编》收入450段论述，摘自
习近平同志 2012年 11月 15日至 2018
年 3 月 20 日期间公开发表的讲话、报
告、谈话、指示、批示、贺信等180多篇重
要文献。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
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花开时节访焦桐

4月 15日，兰考焦裕禄干部学院门口的焦桐和旁边的泡桐园桐花盛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在焦桐前合
影。⑨3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

本报讯（记者 李林 王延辉 童浩
麟 李宗宽）以“古”闻名，以“新”出
彩。4月13日，以“新时代的中国：与
世界携手 让河南出彩”为主题的外交
部河南全球推介活动，让怀着发展自
信和开放热诚的河南以多重样貌和魅
力展现于世界面前。推介活动在首都
北京举行，开放热潮则在全省涌动。

各地干部群众认为，改革开放40
年，河南在全国的发展大局中地位举
足轻重，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举办河南

全球推介活动，格外引人瞩目，也格外
催人奋进。在新时代新起点，我们要
更主动融入开放浪潮，推进更高水平
发展，努力绘就更出彩的时代画卷。

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的
郑州，是河南开放度最高、开放平台
最广阔的地方。“2017年郑州片区作
为河南自贸试验区的主体，从一粒种
子破土而出，已成芳华之势。”河南自
贸试验区郑州片区工作人员祖婵婵
说，此次外交部河南全球推介活动给

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愈努力、“豫”出
彩，我们将早日把郑州片区建设成为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
交通枢纽、全面改革开放试验田和内
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

提及此次推介活动，河南保税物
流中心总裁徐平颇为兴奋。“‘买全球、
卖全球’展台在推介活动中异常火
爆，河南跨境电商已成为一张亮丽名
片，我们通过不断创新网购保税服务
模式和监管服务方式，助推河南与世

界实现更高层次的互利共赢。”徐平
说，“郑州标准”将在不久后举办的第
二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上发布，
以更便捷的E贸易“网上丝绸之路”
为世人创造美好生活。

开封靠“封”扬韵，靠“开”出新。
外交部推介河南，对古都开封而言是
一次走向世界的难得契机。“实践反复
证明，在这个千帆竞发的新时代，哪座
城市的‘脸谱’和‘颜值’好看，谁就会赢
得投资者更多的青睐，（下转第二版）

外交部河南全球推介活动引发全省热议

促开放融通 奏河南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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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栾姗

一条“空中丝绸之路”，让河南与
欧洲不再遥远。

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随着春风
走遍中原大地。

4月 16日，卢森堡旅游签证（郑
州）便捷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签证服
务平台”）正式揭牌运营。这意味着，
从今天开始，河南居民前往欧洲将更
加方便快捷，再也不用奔赴北京、上
海等地，而是在家门口就可以轻松办
理赴卢森堡的申根签证，舒心游历
26个申根国家，完成“一证多国”的
顺畅旅程。

平台为何花开中原

郑州与卢森堡远隔千山万水，服
务平台缘何选择在这里落地？

时光回溯到 2017年 6月 14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卢森堡首相贝泰尔时强调，要深化双
方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金融和
产能等合作，中方支持建设郑州—卢
森堡“空中丝绸之路”。要加强文化、
教育、体育等人文交流，提高人员往

来便利化水平。
将内陆大省、经济大省、人口大

省的河南推向开放前沿，推向世界舞
台，习近平总书记既为河南指明了发
展方向，又对河南提出了殷切希望。

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抓住这一重大机
遇，制定并加快实施郑州—卢森堡

“空中丝绸之路”建设的专项规划与
工作方案，将“空中丝绸之路”作为河
南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
统筹谋划。

今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
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
发表题为《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
未来》的主旨演讲，在世界范围内引

起热烈反响。省委迅速召开开放工
作座谈会学习贯彻，省委书记王国生
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深度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以开放的主动赢
得发展的主动。

三天前，以“新时代的中国：与世
界携手 让河南出彩”为主题的外交
部河南全球推介活动在北京隆重举
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开放的河南又一次
吸引了世界目光。“敞开大门，拥抱世
界”成为河南笑迎五洲宾客的响亮口
号。而今天签证服务平台的落地，则
是河南抢抓开放新机遇、开创开放新
境界的最新注脚。

平台实现“零”的突破

不沿边、不靠海、不临江，河南如
何打造和强化具有自身特色的开放
优势？

一则消息意味深长。
2014 年 1 月，河南航投出资收

购卢森堡货航35%的股权，双方将发
挥各自优势，确定并深入推进郑卢

“双枢纽”合作模式。
短短几年间，中国制造的苹果手

机、飒拉服饰，欧洲制造的机器设备、
汽车零部件，在郑州与卢森堡之间

“飞来飞去”，两地执飞航班数量由最
初的每周 2班增加至每周 18班，货
运量占郑州机场货运量近30%，累计
国际货运量、国际货运航线数、国际
航班数量、国际通航点等主要指标均
居郑州机场首位。

郑州至卢森堡的“空中丝绸之
路”，越飞越广。

河南在深化航空货运合作的同
时，不断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金融、产
能、旅游合作频繁。数据显示，河南
赴欧洲出境人数逐年递增，赴欧签证
业务需求量翻倍增长。（下转第三版）

●2017年6月 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卢森堡首相

贝泰尔时强调，中方支持建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

●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定

不移扩大开放，将“空中丝绸之路”作为河南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支撑统筹谋划

●4月16日，卢森堡旅游签证（郑州）便捷服务平台正式揭

牌运营，这是河南抢抓开放新机遇、开创开放新境界的最新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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