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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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发展，党建筑基。当前，我省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需要高质量党的建设提供坚强保证。本报从今日起开设

“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专栏，报道我省部分基层党组

织抓党建促发展的生动实践，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新篇章。③6

06～07│特刊

开栏的话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6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世界经
济论坛主席施瓦布。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出现
了一些积极向好势头，但面临的诸多
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去年在达
沃斯指出的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
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这三大
根本性矛盾仍然比较突出。近来，反
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情绪升温，加
剧了世界经济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但也蕴含
不少风险和挑战。现在世界上的问题
这么多，挑战这么多，还是要通过平等
协商，加强多边合作来应对。历史一
再证明，封闭最终只能走进死胡同，只
有开放合作，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大
国在这方面承担着重要而特殊的责
任。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愿同国
际社会一道，在开放中合作、以合作求
共赢，为给世界带来光明、稳定、美好
的前景发挥积极作用，作出更多建设

性贡献。在前几天刚结束的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上，我宣布了中国扩大开放
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我们言必行，行
必果，因为这是我们对中国人民、世界
人民的庄严承诺。

习近平表示，中国同世界经济论坛
的合作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几乎同步。
双方要与时俱进，加强合作，共同努力为
世界经济增长寻找新动力，为解决全球
性挑战寻找现实可行方案。

（下转第九版）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刘勰）4月
16日，由两岸企业家峰会主办的2018
两岸智能装备制造郑州论坛在郑州隆
重开幕。本次郑州论坛以“智能装备
制造 链接两岸引领未来”为主题。两
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曾培
炎，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
萧万长，省委书记王国生，中共中央台
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出席开幕
式并致辞。省长陈润儿主持开幕式。

曾培炎在致辞中说，当今世界信
息通讯产业快速发展，数字经济正在
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和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当前
大陆正在全面深化改革，贯彻新发展
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特别是把
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这将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动
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
手，有助于加快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
造强国转变，将为两岸智能装备制造
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和
难得的历史机遇。希望两岸相关企业
加强合作，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共享
大陆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共同开发国
际市场。两岸企业家峰会将积极发挥
民间管道优势，不断探讨寻找两岸新
的合作领域，促进两岸产业合作和经
济社会融合发展。河南是装备制造大

省，产业规模位于全国第一方阵，正在
努力建成装备制造业基地。希望充分
借助河南在市场、人才、产业配套等方
面的优势，通过两岸智能制造业者的
合作，共同打造一个高端品种齐全、服
务面广的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合作基
地。期待两岸企业紧紧抓住机遇，精
诚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开启两岸产业
合作的新时代。

萧万长在致辞中说，此次论坛在
郑州隆重召开，将有力促进两岸企业
家在装备制造业领域开展更高层次、
更为广阔、更有深度的合作，进而促成
两岸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国际
竞争力。河南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
优质人才，交通便利，又是“一带一路”
沿线重要节点，台湾企业在河南投资
发展，可以充分利用巨大商机，助推产
业转型升级。希望论坛带动两岸智能
装备制造互利双赢、共同发展。

王国生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
府，向出席论坛和关心支持河南发展
的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
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表的主旨演
讲和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改
革开放再出发指明了前进方向。四年
前的春天，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河南
考察指导，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需要中原更加出彩。河南牢记总
书记的嘱托，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
促发展，让中原更加出彩迈出了重要
步伐。今天的河南，交通区位优越，
产业体系更加完备，发展后劲很足，

“朋友圈”越来越大，“空中丝绸之路”
越飞越广，“陆上丝绸之路”越跑越
快，“网上丝绸之路”越来越便捷，“买
全球、卖全球”正在成为现实。这次郑
州论坛，既是河南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的具体
行动，也是豫台两地扩大交流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的良好契机。链接两
岸、引领未来，链接的是血脉，必将巩
固“两岸一家亲”，进一步增进两地人
民情感上的相爱相亲，吸引越来越多
的两地人民访亲问友、常相往来；链
接两岸、引领未来，链接的是文化，必
将厚植同根同源的文化基因，进一步
促进两岸同胞心灵越来越契合、交流
越来越频繁；链接两岸、引领未来，链
接的是发展，必将促进豫台两地共享
繁荣。近年来，河南加快台资企业产
业集聚、创新发展，加强台商投资环
境建设，不断深化豫台经济合作。两
地产业发展有较强的互补性，扩大交
流合作正逢其时、前景广阔。真诚希
望更多的企业家朋友来豫投资兴业，

共享中原出彩新机遇，共襄产业合作
新盛举。河南将更加主动地融入和
服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助推企
业转型升级再上新水平，助力企业家
圆梦河南成就新事业。

刘结一在致辞中代表中共中央台
办、国务院台办对此次论坛的举办表
示热烈祝贺，向各位来宾特别是台湾
同胞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两岸企业
家峰会秉持宗旨、发挥优势，为两岸产
业合作牵线搭桥，取得丰硕成果，为推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希望两岸企业界以此次郑州论坛
为契机，加强合作，推动制造业不断迈
向更高端。

开幕式上，曾培炎、萧万长、江丙
坤、王国生、刘结一共同启动论坛开幕
装置。开幕式后，与会领导鉴签项目
签约仪式。据悉，论坛已确定签约项
目17个，其中6个项目进行了现场签
约。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
长江丙坤、秘书长陈瑞隆、能源小组台
湾方面召集人施颜祥，两岸企业家峰
会大陆方面秘书长魏建国、能源小组
大陆方面召集人傅成玉等嘉宾，省领
导孙守刚、马懿、穆为民、武国定，部分
装备行业龙头企业和知名上市公司的
负责人出席开幕式。③5

□吕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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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开放的又一成果。

开放改变了河南人的生活。走进

河南一户普通市民家，你可能会在抽

屉里看到出国护照，看到药箱里的进

口药，看到车库里中外合资生产的汽

车……

开放改变着河南的发展格局。通

过以中欧班列（郑州）为主要依托的

“陆上丝绸之路”、以郑州—卢森堡航

线为主要依托的“空中丝绸之路”、以

跨境电子商务为主要依托的“网上丝

绸之路”这三大澎湃的动脉体系，河南

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毛细血管延伸到

世界各处——与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了经贸联系，与 47 个国家缔结了

112 对国际友好城市关系，吸引 127 家

世界 500 强企业在河南投资兴业。河

南早不复是深藏内陆的大省，已成为

“一带一路”交会处的重要中转站，成

为与世界紧密联系的国际化区域。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在

这个春风骀荡的季节，外交部河南全

球推介活动、河南投洽会、拜祖大典等

扩大开放的盛会一个接着一个。一曲

雄壮的乐章在中原激荡：不断扩大“朋

友圈”，继续扩大开放。

古老的中原深知历史前进的逻

辑。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

是不变的铁律。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

革命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提

出新挑战之时，只有不断扩大开放，才

能与世界融通合作，共抗冰雪寒潮，共

享流岚虹霓，谋求与世界人民的共赢、

多赢。

新时代的河南面临时代发展的重

大机遇和使命。“一带一路”建设为世

界经济复苏贡献着强劲动力，河南有

“天下之中”、物流通道枢纽的区位优

势，应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多作贡献，这

是河南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经济正

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量的

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从“有没有”转向

“好不好”，河南也面临着稳增长、调结

构、促改革等诸多任务，只有加快打造

内陆开放高地，让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才能在激烈竞

争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以开放的

精彩驱动中原更出彩。

朋友多了路好走。古老的中原决

心以全方位开放的姿态，与各路朋友

共商、共建、共享，我们的“朋友圈”将

包容天下！2

习近平会见世界经济论坛主席

智能装备制造：链接两岸 引领未来

2018两岸智能装备制造郑州论坛开幕
曾培炎萧万长王国生刘结一致辞 陈润儿主持

我们的“朋友圈”
将越来越大
——打造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之一

4月 16日，洛阳
北方易初摩托车有
限公司生产线，工人
在生产“大阳”电动
车。一季度，该企业
产销两旺，取得良好
开局，年产量同比增
长37%，出口创汇同
比增长29.5%。⑨3
潘炳郁 李飞舟 摄

产销两旺
干劲足

□本报记者 惠婷 刘一宁

吴素枝又说起了她的快板。
“刘小六好干部，带领群众来致

富；盖大棚又修路，垃圾分类都到
户；门前有花又有树，感谢我们的村
干部……”吴素枝说的，是她的“代表
作”《夸夸大马砦》。

吴素枝是中牟县官渡镇大马砦村
的一名农妇，大字不识几个的她，却总
能把村里的变化编成快板，说给来村
的客人。

大马砦村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村民对党员干部有怎样的感情？记者
来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子寻找答案。

变“脏乱差”为“洁净美”

快板中的主角刘小六是大马砦村
党支部书记。2011年，在县城做大蒜生
意的他毅然回村，被选为党支部书记。

七年前的大马砦，垃圾成堆，污水
横流，蚊蝇满天飞。刘小六上任后的
第一把火，就是着手改变村容村貌。

当时，村民对他不信任，父亲也给
他泼冷水：“农村祖祖辈辈都是这个样
子，难不成还想跟城里比干净？”

刘小六不辩解，闷头先修路，瞒着

妻子拿出 300多万元，把水泥路修到
了每家每户门口。

接着，刘小六召开全体党员大会，
号召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从自家
门前扫起，自觉“清污、清障、清垃圾”，
再带领群众“大扫除”。

一段时间过去了，乱丢垃圾等陋

习不见了，垃圾分类在村里顺利推开，
村民还在房前屋后栽花种树，大马砦
村面貌一新。

从“蛤蟆坑”到“致富棚”

“这里曾经是个蛤蟆乱叫的‘蛤蟆
坑’，雨季一到，庄稼就淹，不好的年份
几乎颗粒无收。”大学毕业回村发展的
党员蔡坡指着村头的几十座塑料大棚
介绍，刘小六垫资修了一条1500多米
长的排水沟，把 300多亩“蛤蟆坑”变
成了村民增收的“聚宝盆”。

大马砦有1000多口人，人均耕地
不足 2亩。前些年，很多群众日子过
得紧巴巴的。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刘小
六以前做生意接触外界的信息多，就
在支部会上提出发展大棚蔬菜，得到
支部委员的一致同意。

（下转第四版）

大马砦：一个“问题村”的嬗变
以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

让“空中丝绸之路”越飞越广
——聚焦“卢森堡旅游签证（郑州）便捷服务平台”访谈录

本报讯（记者 栾姗 赵力文）虽然
只是一张前往欧洲的签证，但这却让河
南居民期待已久。4月16日下午，卢森
堡旅游签证（郑州）便捷服务平台在郑
州市郑东新区揭牌运营，标志着外国驻
豫签证服务平台实现“零”的突破，意味
着河南居民不用再前往北京、上海，而
是在家门口就可以轻松办理赴卢森堡
的申根签证，通过郑州—卢森堡“空中
丝绸之路”舒心游历26个申根国家。

当天下午，卢森堡旅游签证（郑州）
便捷服务平台办事大厅内，郑州市民王
继丽现场体验了申根签证的“家门口服
务”，她将准备好的申请材料递交给工
作人员，然后到生物信息采集室用专用
设备完成了指纹信息采集。“如果去北
京办理签证，仅往来北京两天一晚的交
通食宿费用一项，就近1500元。”王继
丽说。

卢森堡驻华大使馆签证官刘子剑
说：“申请人的签证相关申请资料，我会
集体带回北京，经使馆审核批准后，再
将护照与签证送至签证服务平台并转
交给申请人，大概2~3个工作日就可拿
到签证。”

按照规定，首次申请申根签证的
中国公民，必须亲自前往使馆或签证
机构提交申请材料，采集指纹的生物
识别数据。省政府外侨办副主任杨玮
斌说：“签证服务中心相当于卢森堡驻
华大使馆将签证材料受理窗口直接

‘开’到了郑州。”据测算，从申请者赴
北京“去办”到签证官至郑州“来办”，
我省居民办理赴欧洲签证费用，每年
能节省上亿元。

签证服务平台是打开对外开放大门人文交流的钥匙，更与民航业、旅游业紧
密相关。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明超说：“豫卢双方将
很快开通郑州至卢森堡的洲际客运航线，届时中国公民可在郑州办理卢森堡
签证，直接从郑州机场登上飞往卢森堡的飞机，去领略 26个申根国家的美丽
风景。”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赵磊说：“签证服务平台的运营标志着河
南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空中丝绸之路’越飞越广，也为河南争取更多外国签证服
务平台入驻提供借鉴。”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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