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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节能减排“尖子生”
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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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内容见02│要闻

中央环保督察组公告

□本报记者 郭戈

6 月 20 日，财政部正式通报表
彰：鹤壁市作为全国 3个城市之一，
在 2017年第三方绩效考核中获得国
家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市优
秀等次。这已是该市连续第 3 年获
得此项荣誉，这也标志着该市示范市
创建步入尾声、节能减排工作在全国
树立标杆。

“尖子生”是如何炼成的？还要
从鹤壁市的过往说起——

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长期的
煤炭开采，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
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千疮百
孔”的采煤沉陷区，“黑、脏、乱”的老城
区环境，一度是鹤壁人民的心头之痛。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绝不
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
的一时发展”。2014年 12月，鹤壁市
被确定为国家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

合示范市。基础差、底子薄，要想从
“差生”变为“尖子生”，必须要拿出壮
士断腕的决心加强生态建设。鹤壁
市委、市政府咬定青山不放松，按照
高质量发展要求扎实开展节能减排
工作，前端提升标准、中端严格监管、
末端改造淘汰，试点 3年多来共实施
项目 155个、完成投资 74.68亿元，全
市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连续 3 年获得考核优秀等次是
什么概念？鹤壁市发改委主任郝志
军用一连串数字描绘了该市节能减
排工作取得的优异成绩——

2017 年，鹤壁市单位城市生产
总值能耗总量同比下降 7.65%，完成
减排目标的 181.3%；化学需氧量同
比 下 降 3.1% ，完 成 减 排 目 标 的
129.7%；氨氮排放同比下降 3.73%，
完成减排目标的 129.5%；二氧化硫
排放同比下降7.6%，完成减排目标的
363.6%；（下转第二版）

鹤壁三年连获国家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市考核优秀等次

新华社北京 6月 20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20日在钓
鱼台国宾馆会见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仲夏的钓鱼台，草木葱郁、夏花绚
烂。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亲切友好
的气氛中共品香茗、深入交谈。

习近平强调，金正恩委员长百日内
三度来华同我举行会晤，双方共同开创
了中朝高层交往的新历史。我们高兴地
看到，中朝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正逐步
得到落实，中朝友好合作关系焕发出新

的生机活力，朝鲜半岛对话缓和势头得
到了有力巩固，朝鲜劳动党新的战略路
线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迈上了新征
程。我相信，在中朝双方共同努力下，中
朝关系一定能够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
民。在中朝和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下，朝
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一定会迎来和平、
稳定、发展、繁荣的美好前景。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
族人民正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中方愿同
朝方互学互鉴、团结合作，共同开创两国
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未来。

金正恩表示，当前朝中像一家人一
样亲密友好、相互帮助，习近平总书记同
志给予我们亲切感人的关爱与支持。此
次对中国的访问，是进一步深化我同总
书记同志的友谊和发展朝中关系的有利
契机。我将同中国同志一道，竭尽全力
把朝中关系提升到新高度，并为维护世
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应有的作用。相
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

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一定能顺利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夫人彭丽媛、金正恩
委员长夫人李雪主参加会见。

会见后，习近平总书记夫妇为金正
恩委员长夫妇举行午宴。

当天，金正恩参观了中国农业科学
院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园和北京市轨道交
通指挥中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
京市委书记蔡奇陪同。

金正恩于20日结束访华离京回国。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吴云骊

通过通关平台，累计发单 14 万
单；“洛阳制造”出口到美国、俄罗斯、
澳大利亚、法国等 61个国家和地区；
信息共享、集中申报、清单核放，大大
缩短了洛阳本地跨境电商企业通关时
间……

6月 16日，在洛阳首个跨境电商

通关平台运营一周年之际，洛阳跨境
电商产业园交上了一份沉甸甸的成
绩单。

2016年以来，西工区紧紧围绕洛
阳市“四高一强一率先”奋斗目标和

“9+2”工作布局，深入贯彻落实洛阳
市委对西工区提出的“努力建设服务
业强区，着力打造引领全市、辐射豫西
的现代商业中心和对外开放高地”的
要求，积极谋划和聚力发展跨境电子

商务产业。
2017年 6月 16日，由西工区建设

的洛阳市首个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投
入使用，成为我省除郑州外唯一持续
运营的跨境电商通关平台。

通关当日，1500单货物借助通关
平台发往世界各地，在洛阳现代开放体
系建设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自此，
洛阳有了“买全球、卖全球”的新平台。

（下转第四版）

西工区：倾力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写在洛阳跨境电商通关平台运营一周年之际

习近平会见金正恩

本报讯（记者 屈芳）6月 20日，省
长陈润儿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集
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好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讲话精神，讨
论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特别
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工作。

会议研究了《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
府债务风险的意见》。会议指出，防范化
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打好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任务，事关发展大
局、事关国家安全、事关社会稳定。从河

南的情况看，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
是一些问题也比较突出。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作为
重大政治责任，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为指导，提高站位、转变观念，树
立科学的风险观、发展观、政绩观，处理
好稳增长、促改革与防风险的关系，坚
决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打好打
赢，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
务风险，要摸清底数，明晰债务“隐在

哪”、风险“险在哪”、化解“难在哪”，分
类施策。要有序化解，控制增量、限定
总量、化解存量，不能“新官不理旧
账”，只做加法、不做减法。要守好底
线，既要统筹安排资金，做好保工资支
付、保运转经费、保基本民生，又要防
范化解风险，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
性风险。要压实责任，坚持“谁举借谁
负责”“谁决策谁担责”，严格依法规范
举债行为，对违法违规举债担保的相
关人员要严肃问责。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国务委员王勇
在河南调研市场监管和商事制度改革
工作时的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按
照王勇国务委员的要求，在优化商事
服务上进一步上水平、在强化市场监
管上进一步重效率、在深化改革创新
上进一步求突破。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副省长舒庆、徐光、戴柏华、何金

平、武国定、刘伟、霍金花，秘书长朱焕
然出席会议。③8

陈润儿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研究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惠婷 孙欣

夏日的阳光洒满绿城，郑州二七纪
念塔下游人如织。近百年前那段风雷
激荡的岁月，至今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在纪念塔第四展厅，人们驻足凝视
革命烈士司文德的遗像。1926年，司文

德和另一革命烈士汪胜友在纪念塔处英
勇就义，象征着司文德和汪胜友两位烈
士永垂不朽的这座联体双塔已成为郑州
市的标志性建筑。几十年来，全国各地
的群众来到这里，重温那一段悲壮的历
史，在缅怀先烈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司文德，中共党员，1896年出生在
汤阴县城关镇小朵庄村一个贫农家庭。
1918年夏，司文德到郑州工务段一九二
棚当工人，1922年初他任副棚首（副工
长），并被推举为工务段总代表。

讲解员的娓娓讲述将人们带回到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那段峥嵘岁月。

1922年，京汉铁路长辛店、郑州、
江岸等地相继成立了工人俱乐部。
1923年 1月，各地代表在郑州分会举
行筹备会议，决定2月 1日在郑州举行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司文德与
参加大会的其他代表一道，冲破军阀
的封锁，到达普乐园会场（现郑州二七
纪念堂），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大会。（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刘海涛 刘一宁

仲夏时节，古都洛阳，万物竞秀，
生机无限。在洛阳机务段院内，一座
有百年历史的青砖红瓦建筑掩映在绿
树之中，显现出它的古朴与沧桑；门楣
上一排熠熠生辉的大字“河南第一个

党组织——中共洛阳组诞生地纪念
馆”，更凸显出它的厚重与荣光。

“左三这位留着短发、精明中透着
干练的青年就是游天洋，当时，他才20
岁。就是他领导了著名的陇海铁路工
人大罢工，继而建立了我省第一个党
组织——中共洛阳组。”讲解员指着展
柜内一张发黄的照片说。

他的讲述，把我们带回了那风雨
如晦的岁月。

1921年，在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

下，陇海铁路工人过着暗无天日、人间地
狱般的生活。这年春天，法国人若里任
陇海铁路总管后，任意克扣工人工资，延
长工时，激起工人强烈不满。11月 17
日，陇海铁路最大的工厂——洛阳机务
厂的副厂长、比利时人狄孟借口工人上
班迟到，殴打、侮辱和开除工人，成为罢
工的导火索。当天夜里，洛阳陇海铁路
工人俱乐部在游天洋主持下召开会
议，决定把机务厂的斗争扩展到全路，
实行全路总同盟罢工。（下转第二版）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唱响“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前奏，从今年

6月开始，省委组织部、省委

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会

同新闻媒体，在全省开展“不

忘初心、筑梦中原”系列宣传

教育。即日起，本报开设专

栏，刊发“永恒的印记——党

的奋斗足迹在河南”“信仰的

力量——河南英模风采录”，

通过全方位展示党在河南孕

育、发展、壮大的奋斗历程，

深入报道我省在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

时期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

事迹，引导党员干部在追寻

党的历史中加深对初心和使

命的认识理解，在学习英模

人物中感悟信仰和信念的力

量，在传承红色基因中凝聚

起奋进新时代、让中原更加

出彩的强大动力。③9

开栏的话 中共洛阳组诞生地纪念馆：

星火播河洛 光辉照中原
★永恒的印记

——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司文德：铁路工人运动的先驱
★信仰的力量
——河南英模风采录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6月 20日，
省委书记王国生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
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进一
步解放思想、拓宽视野、抢抓机遇，推
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郑州宇通集团、郑煤机集团、省发
改委、省财政厅、省商务厅、郑州海关、

省政府国资委、省工信委等企业和部
门的负责同志先后发言，就推动企业
创新、深化国企改革、优化经济结构、
塑造开放新优势、防范化解地方政府
债务风险等，谈思考体会，提意见建
议。座谈中，王国生不时询问有关情
况，与大家进行互动交流。

王国生指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我国发展思
想、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我们要深
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把推动高
质量发展作为根本要求，坚持新发展
理念，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视野，抢
抓机遇、扩大开放，推动经济发展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增创
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

王国生指出，企业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河南有一
大批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
式创新和深化改革等，走出了一条转
型发展的成功路子，为全省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要再
接再厉，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创造更
大成绩。

穆为民参加座谈会。③6

王国生在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时指出

牢固树立和贯彻新发展理念
把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到实处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冯芸）为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6月20日晚，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陈润儿
等省领导，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观看话剧《红
旗渠》，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起致敬改革开放
40 年，凝聚奋进新时代、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强
大动力。

“我是林县县委书记杨贵，今天我们在这里
召开县委常委会，再次就引漳入林问题进行表
决……”林县县委常委会上一场激烈的争论拉
开了话剧《红旗渠》的序幕。在两个多小时的时
间里，话剧《红旗渠》以恢弘的气势和全景式的叙
述方式，讲述了县委书记杨贵带领林县人民，历时
10年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修建红旗渠的艰辛历
程，生动诠释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
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观看演出的党员干部表示，红旗渠精神是一
面永远的精神旗帜，历久弥新，催人奋进。要把红
旗渠精神转化成新时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转
化成战胜风险挑战的坚强意志，转化成强烈的责
任担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心为民、造福人
民，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河南优秀现实题材剧（节）目展演月活动由省
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共同举办，共筛选出 21台剧
（节）目参加展演，将集中展示我省改革开放40年
来的优秀舞台艺术成果。话剧《红旗渠》由河南省
话剧艺术中心历时四年倾力打造，先后荣获第十
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中宣部第十三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大奖。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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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远望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是球

迷的狂欢季。为规劝球迷不

寻衅滋事、酒后开车，公安局

贴出“派出所里没有世界杯”

的海报；“夏季+世界杯”催生

夜市犯罪活动，城警提醒“请

保管好你的财物，毕竟小偷

可能不喜欢看足球”……

今年的世界杯，不仅是场饕餮盛

宴，也是一场妙味课堂。本届杯赛期

间 ，多 地 执 法 机 构 纷 纷 变 身“ 段 子

手”，引导球迷在享受激情四

射的足球魅力时，做到“乐而

不乱”，“疯”而不狂，在带给公

众会心一笑的同时，起到了良

好的普法效果。世界杯版“执

法提醒”也给各地职能机构上

了温馨一课，把刻板“官话”化

为生动幽默的群众语言，才能更好地

寓教于乐，赢得好评。3

世界杯也是场妙味课堂

网友呼吁提名以身挡车护学生女教师李芳“感动中国人物”

师德是老师灵魂深处爱的流露 06│焦点网谈

04│民生新闻

郑州城市交通“体检报告”显示

出行距离长了 中午回家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