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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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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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 6月 13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6月 13日同巴拿马总统胡安·卡
洛斯·巴雷拉互致贺函，庆祝两国建交一
周年。

习近平在贺函中指出，去年 6月，中
国同巴拿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启了
两国关系新纪元。去年 11月，你成功对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就中巴关系全

面发展进行共同探讨和规划。在双方精
心培育下，中巴关系发展的种子正在开
花结果。事实证明，中巴建交是双方登
高望远作出的正确政治决断，得到两国
人民一致拥护。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
展，愿同你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合
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加强各领域互
利合作，使中巴关系枝繁叶茂，造福两国

和两国人民。
巴雷拉在贺函中表示，一年来，巴中

在传统友谊和既有合作基础上，达成重
要共识，取得丰硕成果。在此背景下，双
方迎来建交一周年的历史性时刻。我对
亲身参与巴中关系开局起步深感自豪，
将继续满怀热情地致力于从最广泛领域
加强巴中关系。

习近平同巴拿马总统互致贺函
庆祝中巴建交一周年

本报讯（记者 冯芸）6 月 11 日至
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
长黄坤明在河南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群众路线，
把握新时代新要求，着力加强和创新基
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更好地宣传群
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以新作为新成
效增强人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

调研期间，黄坤明深入郑州、开封、
周口、许昌等地的农村、社区、企业和宣

传文化单位、文物保护单位，详细了解
基层结合实际创新开展宣传思想工作
和文化建设的情况，认真听取加强改进
工作的意见建议。

黄坤明强调，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
根，是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
重中之重。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
时代使命感，推进理论武装、新闻出版、
文艺创作、思想政治教育、精神文明创
建等各方面工作协同发力，让党的创新
理论更加深入有效地走进基层、走进群
众。要积极探索新时代文明传习中心

建设，坚持联系实际、效果优先，把准普
通群众关切点，抓住社会发展关键点，
激发思想感情共鸣点，用群众的语言、
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科学理论、阐释方
针政策、传播主流价值，大力培养时代
新人、弘扬时代新风。

黄坤明强调，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重点在基层，关键在创新。
要全面推进工作理念、内容建设、话语
方式、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在统筹资
源、整合力量上实现新突破，在补齐短
板、加固底板上实现新作为，打通基层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到达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要大力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创
新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把整体谋划与
分类指导结合起来，把发挥自身优势与
用好新技术结合起来，着眼教育引导群
众、服务生产生活，完善信息供给结构，
提高信息供给质量，切实提升主流舆论
吸引力影响力。要创新和强化工作举
措，加大对中华文化历史遗存的保护和
传承力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
时代风采。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参加调研。
省领导王国生、陈润儿、赵素萍、马

懿分别参加相关活动。③4

本报讯（记者 屈芳）6月 13日，省
长陈润儿到开封市实地督导中央环保
督察组交办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他强
调，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坚决落实中央环保督察要求，提高站
位、转变作风、压实责任、彻底整改，切
实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打
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近日，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开封交办
了多批整改问题。13日一早，陈润儿来
到鼓楼区高达炉料有限公司现场督导。

该企业主要生产氧化铝微粉，人工

投料过程中抛洒的粉尘成为主要污染
源。生产车间里，十几台磨碎机已经停
工，空气里还能闻到粉尘气味。有关负
责人介绍，接到交办问题当天即对该企
业下达了停产整顿通知，目前企业正在
抓紧整改。

陈润儿仔细察看后指出，依靠粗放生
产谋求一时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决不可
持续。他对企业提出明确整改要求，首要
就是增强环保意识，切实树立绿色发展理
念。同时，要厘清环保责任、落实环保措
施、强化环保管理，确保整改到位。

随后，陈润儿到顺河回族区晋开化
工进行督导。这是一家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老化肥厂，环保、安全隐患较多，
加之身处老城、离居民区近，附近还有数
家类似企业，群众反映较为强烈。

陈润儿说，对这类老化工厂，环保
改造不能依靠“修修补补”。要下决心
将这类企业迁出居民区、进行搬迁改
造，与省里正在推进的绿色、技术、智能

“三大改造”结合起来，尽快制订方案、
科学设计规划、抓紧启动实施。当地党
委政府要协调联动、配合支持，积极回

应百姓关切，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督导中陈润儿反复强调，要深刻认

识到，整改绝不是“一停了之”的敷衍文
章，也绝不能抱着等待观望的侥幸心
理。要以此次中央环保督察为契机，对
标新时代环保新要求、对标百姓对生态
环境新期盼，切实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
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在河南大地落地生根。

陈润儿还赴通许县调研，深入服
饰、木业、新能源等企业，实地察看企业
发展、产业扶贫等情况。③5

黄坤明在河南调研时强调

把握新时代新要求
推动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改革创新

陈润儿在开封督导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问题整改情况时强调

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确保交办问题整改到位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6月 12日至
13日，省委书记王国生到驻马店市调
研，看脱贫、访民生、察生态，强调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站位新
时代，拓宽新视野，着眼长远谋划发展，
积极寻求新突破，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
动发展高质量。

位于黄淮农区的驻马店市，抓住大
别山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等机遇，贯彻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2017年实

现 11.71 万农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王国生来到平舆县万冢镇郭寺村看望
贫困户，在藤编扶贫车间询问就业帮扶
情况，叮嘱返乡创业的村干部增强服务
群众意识，充分发挥扶贫项目的带动作
用，帮助更多的乡亲在家门口就业脱
贫；在万冢镇卫生院了解“互联网+分
级诊疗+签约医生服务”健康扶贫覆盖
范围和运行情况，希望当地要提高远程
设备的使用效率，让群众享受到高水平
的医疗资源。

王守义十三香是一家由小作坊发展
而成的驰名全国的现代化调味品集团，
王国生来到这里，勉励企业继续发扬工
匠精神，持之以恒做精做专，进一步擦亮
品牌。在恒兴电子商务产业园，王国生
说，要依托当地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现
代物流，推动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

王国生与驻马店市县党员干部、基层
支部书记和企业家代表座谈交流，围绕学
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高质量党建、实
现高质量发展，共话推动中原更加出彩的

宏伟事业。王国生指出，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指引下，我省各地呈现出竞相发展的态
势。作为传统农区，驻马店要积极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
野，提升站位、拉高标杆，培育特色、带动
全局，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着力打好
三大攻坚战，在跨越式发展、高质量发展
上迈出新步伐。

王国生还考察了昊华骏化集团有限
公司、中集华骏车辆有限公司等。③9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6 月 12
日，省委书记王国生到驻马店市
宿鸭湖库区，实地察看水质，了解
水库环境保护和治理情况，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指引，增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
责 任 ，按 照 中 央 环 保 督 察“ 回 头
看”提出的整改要求，积极回应群
众关切，聚焦问题、抓好整改，统
筹谋划、综合施策，扎扎实实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

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
信件显示，有群众反映，因部分区域
生产、生活废水直接排放新河，造成
下游的宿鸭湖水质污染。王国生来
到宿鸭湖水库及主要支流入库口，

现场察看水质情况，听取驻马店市
及省环保厅关于驻马店水环境保护
工作的汇报，就问题整改提出明确
要求。他说，宿鸭湖承担着防洪、灌
溉等兴利功能，守护好宿鸭湖一湖
清水，就是护佑人民群众的幸福生
活。要以有力的举措落实有效的责
任，从关系群众生产生活的每一件
事情做起，全面排查水库污染源，做
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快污水处
理厂及雨污分流管网建设，切实改
善水质。要做好水库综合整治，加
强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保护好、利
用好生态资源，从根本上改善水环
境质量，努力把宿鸭湖建设成生态
之湖、美丽之湖。③8

王国生在驻马店市调研时指出

以高质量发展为标准
增创新优势 寻求新突破

王国生在驻马店现场督导
环保问题整改情况

□本报记者 栾姗

一架从卢森堡起飞的货运班机，越过千
山万水，飞抵郑州机场，连接起郑州至卢森
堡的“空中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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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要深化双方
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金融、产能等合作，
中方支持建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

一年来，熠熠闪光的“空中丝绸之路”，
从“互联”到“互通”、从“互利”到“互赢”、从

“民亲”到“心通”，河南落实总书记嘱托写下
了精彩一笔。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郑卢

“空中丝路”越飞越广，豫卢合作正向着更深
层次更高质量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
挥着更大作用。

从“一条航线”到“买卖全球”

一架机身印有“Cargolux”字样的波音
747-8F 全货机，缓缓降落在郑州机场停机
坪上，来时货舱里装满了智利的车厘子，回
时货舱里将装满中国制造的苹果手机。

郑州连着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卢森堡连
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两地地理区位优越、
合作潜力巨大。

如何架起一条连接两地的“空中丝路”，
将河南经济的触角伸向全球？

2014年 1月，一条重磅消息引爆全球航
空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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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执飞航班数量由最
初的每周 2 班增加至每周 18 班，基本形成

“一点连三洲，一线串欧美”的航空国际货
运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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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项主要指标均居
郑州机场首位。

一条“空中丝路”带来“买卖全球”，激活
对外贸易“一池春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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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一季度，我省进出口总值 1008.4 亿元，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2%。

（下转第七版）

郑
卢
﹃
空
中
丝
路
﹄
越
飞
越
广

—
—
写
在
我
省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支
持
建
设
郑
卢
﹃
空
中
丝
路
﹄

指
示
精
神
一
周
年
之
际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
察组职责，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主
要受理河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
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
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
察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进驻时间：
2018年6月 1日-7月 1日

●专门值班电话：
0371-65603600

●专门邮政信箱：
郑州市70号专用邮政信箱
邮编：450044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8:00-20:00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中央环保督察组公告

更多内容见03│要闻

□本报记者 谭勇

6 月的中原大地，草木葱茏，生机
勃勃。6月 13日，兰考县和尉氏县迎来
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全省百城建设
提质工程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
观摩团。

一路行来，一路思考，观摩团成员
在实地观摩中学经验、找差距、明思
路、鼓干劲，切切实实感受到全省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实施一年半，兰考县和
尉氏县做好“百城提质”大文章带来的
喜人变化。

走进兰考县国家储备林基地，泡
桐、红叶杨、栾树等树种应有尽有，道
路两旁的紫薇等各种鲜花盛开，让人
心旷神怡，绘制出一幅“城在林中、路
在绿中、人在景中”的美好画卷。而一
棵棵昂扬挺拔的泡桐，像忠诚的卫士
一样守卫着兰考县这片红色的沃土，
让人肃然起敬。坐在观光车上，观摩
团成员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留影。

突出泡桐特色，以国家木材战略储
备为核心，既有生态性又有观赏性，兰
考县谋划建设的国家储备林基地，已经
成为其大力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

一张亮丽名片。“储备林位于城市的四
周，让每一个进城的人都有一种先进林
后进城的感觉，被森林包围的城市让生
活更美好。”一名观摩团成员忍不住称
赞道。

如果说以绿“荫”城让兰考充满了
勃勃生机，那么以水“润”城则让这座城
市充满了灵气，守着黄河、不能有效利
用黄河水在兰考已经成为过去。在二
坝寨引黄调蓄工程现场，碧波荡漾，在
阳光下，水面泛起粼粼波光。如今，这
里与城市水源地的结合，使城市的水系
得以连通，生态得到改善，穿城而过的

黄河水流向农村，滋润了万亩良田，“一
源两带十二湖十二脉”的生态水系正在
兰考逐步形成。

群众的需求是“百城提质”的方
向。兰考县既努力解决好群众关心的
供暖、出行等问题，又在看病上学、养老
托幼、环境卫生等方面下足功夫，栽下
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富士康来了，恒
大来了，光大来了……“百城提质”让兰
考发生了巨变。

“百城提质”也让尉氏县赢得了发
展先机。

（下转第三版）

做好“百城提质”大文章
——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兰考、尉氏观摩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