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与全国先进省份相比，河
南启动交通一卡通工作
并不算早，但在短短的一
年多时间里，就取得阶段
性成果，创造了交通一卡
通互联互通的河南速度。

唐彦民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截至6月14日

新华社北京 6月 15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
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
行。

新华社北京 6月 15日电 15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俄罗斯总统普
京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总统先生刚刚成功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
作组织青岛峰会，取得丰硕成果。我
倍加珍视同总统先生的深厚友谊，倍
加珍视中俄关系的大好局面。在中
俄各自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在世界
大势和热点问题纷繁变化的重要节
点，我们两人及时保持沟通，中俄两
国彼此互为牢固稳定依托，相互给予
坚定有力支持，维护了两国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捍卫了地区及世界和
平稳定和公平正义。我愿继续同总
统先生一道，引领中俄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持续、稳定、高水平发
展。

习近平祝贺俄罗斯世界杯胜利开
幕，预祝本届世界杯在俄方精心组织
下取得圆满成功。

普京再次祝贺上海合作组织青岛
峰会在习近平主席主持下取得圆满成
功，感谢中方给予的热情接待。普京
表示，不久前，我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
国事访问，同习近平主席就推动俄中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达成重要共识。我非常珍视同习近平
主席的个人友谊，愿继续同习近平主席
保持密切联系。我真诚祝愿在习近平
主席领导下，中国发展取得更伟大的
成就。

彭湃，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先导者、著名的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创始人。

1896年 10月，彭湃出生在广东省
海丰县。早年赴日本求学，1918年入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曾
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

1921年 5月回国后，在家乡海丰
创办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
会，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2 年夏，他只身深入农村，了
解农民疾苦，组织农民起来，开展农民
运动。他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一
书，成为从事农民运动者的必读书，他
也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1922年 7
月，彭湃和张妈安等 6人成立海陆丰
第一个农会——“六人农会”，从此点
燃农民运动的火种。1923年 1月，海
丰县总农会成立，彭湃为会长。彭湃
为总农会制定了会旗，起草了临时简
章、章程。农民运动以燎原之势迅速
发展，同年 7月，扩展到陆丰、惠阳等
10县，彭湃相继组建了惠州农民联合
会和广东省农会。

1924年 4月，彭湃赴广州领导农
民运动，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第一
届、第五届农讲所主任和农讲所骨干
教员。1927年 3月赴武汉，彭湃与毛

泽东等发起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
时执行委员会，并任执行委员兼秘书
长。

大革命失败后，彭湃赴南昌，参
加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
会，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党的八七会
议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他当选政
治局委员，后兼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
员。10月底返抵海陆丰，策动武装起
义。

1927年 11月，彭湃领导建立海陆
丰苏维埃政权。1928年 11月，彭湃当
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奉命赴上海，任中
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

1929年 8月，彭湃因叛徒出卖被
捕，被关押在上海龙华监狱。在狱中，
面对死亡威胁，他说：“只要我还有一
口气，我就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
底！”他坚定地表示：“不久的将来，一
定能够推翻反动的统治，建立全国的
苏维埃政权”。

1929年 8月 30日，彭湃与战友杨
殷、颜昌颐、邢士贞高唱《国际歌》，呼
喊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红军万
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壮烈
牺牲，年仅33岁。

（据新华社广州6月15日电）

□本报记者 徐东坡

烧煤污染高，燃气供应少，靠啥让
忙活一天出井的矿工们洗个热水澡？

6月 14日，郑煤集团旗下10个下
属煤矿企业的代表们，来到该集团芦
沟煤矿参加节能降耗技术交流会时，
有了新发现。

当天，火辣辣的阳光直照地面。
代表们一行 20多人爬上芦沟煤矿职
工公寓的楼顶，只见3000多平方米蓝
黑色的全玻璃真空管太阳能集热器鳞
次栉比，将流过集热器的凉水加热后，
通过管道送到地面铁皮棚下的两个水
箱。

这两个水箱一个是可容纳 50吨
水的集热水箱，一个是可容纳 150吨
水的恒温水箱。通过冷热水交换，大
水箱的水温可恒定在适宜温度，随时
供职工沐浴使用。水箱旁边安装着 7
台空气能中央热水机组，可在冬春阴
雨等太阳照射较弱时辅助加热。

“建设这个 200吨太阳能生活热
水系统，不仅让矿工们升井后能马上
洗上热水澡，更重要的是，清洁能源的
利用也让企业实现节能与减排双赢。”
在参观现场，承担这一项目建设的河
南水木环保科技有限股份公司副总经
理王红凯说。

王红凯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芦沟
煤矿每月消耗天然气约3.5万立方米，
按每年使用 8个月算，这一项目每年
可让该矿节约天然气约28万立方米，
节约费用66万元以上。同时，还可减
少排放二氧化碳1000多吨、二氧化硫
10多吨、氮氧化物5吨以上。

守着煤矿也愁“柴”烧，说起近年
来煤矿企业供热方式的变化，郑煤集
团副总经理王思鹏很是感慨。过去煤
矿企业供热用燃煤锅炉，“没烧的了就
从煤堆拉一车”。环保新政实施后，为
减少污染排放，去年企业把燃煤锅炉
改成了燃气锅炉。但去冬今春，天然
气又出现全国性供应紧张局面。

环保不断加码，能源供应紧张，供
热也须保证。这种情况下，郑煤集团
从去年开始，积极开展“探索第二能
源”行动，寻找清洁可替代能源。“现场
会在这儿开，就是因为这个项目有重
要的推广价值。”王思鹏说。③9

舍去煤和气 换上太阳能

——记者蹲点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以青春致
敬改革开放，以诗篇礼赞党的生日。6
月 15日晚，河南大学民生学院大礼堂
内座无虚席，掌声雷动，“担复兴大任
做时代新人”迎“七一”主题音乐诗会
在此精彩上演，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
听盛宴。

此次诗会由省委宣传部、共青团
河南省委、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承办，河南法制
报社、河南省诗歌学会、河南省演讲
与口才学会朗诵委员会共同协办。
诗会作品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展现
了近年来中原巨变的崭新面貌，从
不同的角度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

人民、讴歌英雄，歌颂了人们的美好
生活。

当晚，诗朗诵《沁园春·长沙》拉开
了音乐诗会序幕，紧接着，《念奴娇·追
思焦裕禄》《民生的名义》《新青年》等
诗朗诵陆续上演。最后，诗会在《中
国，上场》慷慨激昂的朗诵声中落下帷
幕。整场诗会表演精彩纷呈，音乐与
朗诵完美结合的深情歌颂，深深地感
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广大青年学生纷纷表示，本次诗
会带领大家回顾了党的光辉历程，弘
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了爱
国主义的伟大旋律，激发了爱党、爱国
情怀。③5

本报讯（记者 宋敏）手持一张卡，
畅行通全国。多年前人们对交通出行
的美好愿望，如今已变成现实。

6月 15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我
省已建成交通一卡通的部、省、市三级
数据交换体系，提前实现了全省18个
省辖市交通一卡通与全国近200个城
市的互联互通，“轩辕通”全国累计刷
卡总额破亿元。

“轩辕通”是交通一卡通在河南的
名称标志，持带有“轩辕通”和“交通联
合”标志的交通一卡通，在全国所有联
网城市，可随时乘坐地铁、公交等公共
交通工具，实现全国范围的跨区（市）
域、跨交通方式的无缝换乘。

2017年 9月，全省18个省辖市实
现了交通一卡通与全国的互联互通，
联通城市数量全国第一。经过 8个多
月的运行监测，全省交通一卡通“轩辕
通”运行情况稳定。截至 6月 14 日，
我省已发行交通一卡通 47.7万张，改
造公交、地铁刷卡机具 2.21万台，“轩
辕通”交易总金额1.02亿元，其中跨区
域交易30.94万笔。

“与全国先进省份相比，河南启动

交通一卡通工作并不算早，但在短短
的一年多时间里，就取得阶段性成果，
创造了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的河南速
度。”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唐彦民说，
目前全省 18个省辖市已全部实现交
通一卡通在城区公交、地铁的应用，许
昌、洛阳部分城乡客运班线也实现了
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

就在前不久，省交通一卡通有限责
任公司与潢川县相关部门签订合作协
议，将与银行合作加载交通一卡通系
统，开创省内首个在“村村通”客车上实
现交通一卡通的刷卡应用。“这是一次
创新，也标志着我省交通一卡通开启了
新篇章，‘轩辕通’将全面向县域公共交
通联通进行扩展。”省交通一卡通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刘嘉说，不久的将来，
广大农村群众将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
到“轩辕通”为出行带来的便利。

据悉，“轩辕通”将继续扩大互通范
围，实现全国所有联网城市的公交、地
铁、轮渡、出租车、公共自行车、城际客
运间自由换乘，并逐步向高速公路收费
站、服务区等交通全领域扩展。③8

习近平应约同俄罗斯
总统普京通电话

我省举办迎“七一”主题音乐诗会

彭湃：“农民运动大王”

“轩辕通”通刷全国近两百城
联通城市数量全国第一 累计刷卡总额破亿元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6月 15日，郑州市新华书童幼儿园举行传统民俗活动，老师和孩子们一起
包粽子、缝香囊、彩绘鸭蛋，迎接端午节的到来。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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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李艳 张瑜嘉

端午到，粽子香。而在栾川县，家
家户户都有包槲包过端午的传统。现
如今，槲包这一别具地方特色的美食，
已从栾川农户的家中走进标准化车
间，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脱贫产业。

6月 14日深夜，栾川县旅游产业
集聚区的槲包车间里依旧灯火通明，
工人们正加班加点制作槲包。手工包
制、入锅煮熟、真空抽气、高温杀菌，最
后扫码包装，几十名工人忙个不停。

端午尚未到来，位于该县城区的
“栾川印象”旗舰店里槲包礼盒已售卖
一空。“已经提前 2 个月开工制作槲
包，可这几天还是供不应求，郑州、洛
阳等地的订单居多。”槲包制作车间负
责人赵宝说。

槲包，又名槲叶粽。槲叶是栾川
山区盛产的栗柞树的叶子，春天发芽，
端午节前槲叶成熟，人们上山采回槲
叶，包上黍米红豆等，煮熟后就成了槲
包。槲叶独特的清香，配上软糯可口
的黍米，成为一种独特的地方美食。

“最近这段时间赶工，每天都能包
500来个槲包，能挣上 150块钱，一个
月下来能赚好几千块钱。”槲包车间的
女工黑秋高兴地说。

栾川县整合槲包、高山玉米糁、食
用菌休闲食品等优质特色农产品，建
立生产基地，经过“栾川印象”品牌包
装，送到专卖店或通过淘宝、京东等电
商平台销售，提升了效益，带动了农民
增收。据统计，自“栾川印象”品牌创
建后，共扩建扶贫基地 27个，直接带
动贫困户 860 户，受益贫困群众达
3100人。③4

端午槲包香 带动增收忙
6月 15日，中原

油田开展“浓情端午
一粽传情”主题活动，
邀请社区居民一起包
粽子迎端午。⑨3
仝江 摄

2.21万 1.02亿

改造公交、地铁
刷卡机具
2.21万台

“轩辕通”
交易总金额
1.02亿元

47.7万

我省已发行
交通一卡通
47.7万张 制图/刘竞

6月 14日，郑州
市未来路街办名门
世家社区开展迎端
午节活动，社区居民
在一起为孤寡、空巢
等困难居民家庭包
粽子。⑨3 本报记
者 王铮 摄

（上接第一版）改进宣传报道，讲好中国
故事，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不断提升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5日上午，人民日报社举行庆祝
创刊 7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大会并
讲话。他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推动党

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壮大主流舆论，
传播主流价值，做宣传新时代、记录新
时代、讴歌新时代的排头兵。

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人民
日报社负责人和老职工、青年记者编
辑代表先后发言。

1948年 6月 15日，人民日报在河
北省平山县里庄创刊。1949年 8月 1
日，中共中央决定人民日报为中共中
央机关报。经过 70年发展，人民日报
社现拥有报纸、杂志、网站、客户端等
10多种载体，400多个发布终端，覆盖
用户总数达7.86亿。

忠实履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
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