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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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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6月 21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1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
见来华出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
特别圆桌峰会的知名跨国企业负责
人，并同他们座谈交流。

与会企业家代表围绕“开放·合
作·共赢”的峰会主题，先后就“一带一
路”、创新智造、绿色发展、全球治理等议
题发表看法。习近平认真听取他们的
发言，并一一回应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指出，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
实行改革开放已有40年历史。在座各
家公司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

者、见证者、贡献者、受益者，同中国结下
了不解之缘。40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7亿多
人实现联合国标准的脱贫。眺望新征
程，我们对改革开放更加有信心，更加相
信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

习近平强调，2017 年以来，全球
经济出现了稳定向好态势，但世界经
济增长依旧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孤立
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世界
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
殷鉴不远。新形势下，开放应该永不
停歇、追求质量，合作应该团结互助、

共迎挑战，共赢应该面向未来、携手并
进。国际社会是一个地球村，不应搞
零和博弈。世界命运应由各国共同掌
握，国际规则应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
事务应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
由各国共同分享。中方愿同世界各国
一道，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 5年来，充分挖掘各方潜力，造福沿
线各国人民。“一带一路”不是封闭的，
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
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我们鼓励
跨国公司同中国企业开展合作，达到

互利共赢，取得更为务实成果。
关于创新智造，习近平强调，随着

创新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不断推进，中国科技创新
的脚步更加稳健。我们始终把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于绿色发展，习近平强调，人与
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建设
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我们将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
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6月 21日，
记者从省环保厅获悉，今年我省城市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整治稳步推进，
截至5月底，已整治到位的问题37个，
占今年完成总任务的22.3%。

按照生态环境部、水利部联合部
署，我省在今年年初完成了 65个县级
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问
题排查，对涉及的 16个县级及以上城
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297项环境问
题逐一制定整治措施，明确整治时限，
于今年年底前完成地级以上城市饮用
水水源地166个环境问题整治任务。

5月 20日，生态环境部启动全国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

动督查以来，发现我省郑州、开封、鹤
壁、许昌、漯河、三门峡、商丘、信阳、驻
马店等市存在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不彻
底问题。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针对
该情况，致函相关市委、市政府，要求
当地高度重视，举一反三，开展拉网式
排查，完善问题清单，对存在的环境问
题（包括新发现的环境问题），按要求
逐一落实整改要求、整改措施和完成
时限，明确责任单位、责任领导和责任
人，确保如期完成各项整治任务，切实
做好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工作。

目前，这些地方按照要求立行立改，
详细的整治进展情况已在省政府、省环
境保护厅网站公开，接受社会监督。③3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21日电 经党
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 2018 年起
我国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
民丰收节”。

21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国
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了相关情况。韩长赋说，“中国农民丰
收节”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
的节日。设立这一节日将进一步强化

“三农”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
之重地位，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
凝聚爱农支农的强大力量，推动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促进农业农村加快发展。

韩长赋表示，设立“中国农民丰收
节”，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可以丰富广
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展示新时代新
农民的精神风貌。他说，我国地域辽
阔、物产丰富，各地收获的时节有所不
同，但多数地方都在秋季，秋收作物是
大头。兼顾南北方把秋分定为“中国
农民丰收节”，便于城乡群众、农民群
众参与，也利于展示农业的丰收成果，
包括科技成果和农民的创造，具有鲜
明的农事特点。

□申国华

“会有点害怕，但保护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是消防员的责

任。”当记者问起，抱起火罐的那

一刻心里在想些什么时，被称为

“抱火哥”的郑州市中原区消防

大队消防员刘祥团如是说。

刘祥团与战友们英勇救火

的事迹值得称赞，与之相比，他的这番大

实话同样珍贵。时下，有的新闻媒体在

报道英雄人物时，往往开口即是豪言壮

语，很少看见真情实感……诚然，每次

英雄壮举的背后，必然有其坚定的理想

信念作支撑、过硬的思想素质作铺垫，但

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并不是天生就毫

无畏惧，面对险情，他们也会害

怕，也会紧张，但使命高于一切，

责任重于泰山，强烈的担当精神

驱使他们战胜恐惧，更显不凡与

崇高。

实话更真实、更可信、更亲

切、更易学。各行各业干事创

业，都须倡导真言，营造实话实说的良

好氛围。善于倾听、出言必真、从谏如

流，才能激发更多真实的声音和前行

的力量。8

（本栏目投稿邮箱：hnrbjyy@sohu.com)

习近平会见出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特别圆桌峰会外方代表并座谈

国际规则应由各国共同书写
我国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
时间定为每年农历秋分

城市饮用水水源地
环境问题整治稳步推进

说实话，人们更爱听

新密：创新创业“激活”高质量发展“整盘棋”
□本报记者 李林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
业是发展之基，富民之本，就业之源。
二者之间互为灵魂与载体。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动新密产
业加速转型，激活新密高质量发展“整
盘棋局”。

脚踏实地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活
力与魅力倍增的新密，正在成为郑州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的耀眼新星。

创新“第一动力”激活产业
高质量转型

走进河南康宁特环保集团，你看到
的不仅是一家生产环境污染治理产品
的新型高科技企业，更是一座拥有100
余项创新发明的“专利库”。他们主导
完成了多个100kW机组的一体化超低
排放治理工程，是国内环境装备制造和
技术方案提供企业的领跑者。

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正
在新密大地上如火如荼上演发展“大戏”。

如“康宁特”一样，一批“创新元
素”十足的企业与团体，如中国（郑州）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新密分中心、
快速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郑州 3D
打印创新中心、河南芝麻粒和中科云
创众创空间、河南首家平衡施肥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在新密如同雨
后春笋，昂然而出，不断壮大。

创新的支撑来自改革。近年新密
“去降补”政策全面落实，“放管服”改
革、商事制度改革、“三十五证合一”改
革等深入推进，持续深化对外开放，强
力抓好招商引资，绿地集团溱水小镇、
中科建航天科技文化产业园等 40个
亿元以上项目签约落地，被评为郑州
市对外开放工作先进县（市）。

创新的资本来自研发。新密市被
授为国家环保装备新密制造基地、河
南省耐火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河

南省知识产权优势区域，累计申报各
级各类科技项目 300余项，累计完成
专利申请4000余件，现有院士工作站
5个、各类研发中心 127个、高新技术
企业 18家、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3
家、科技型企业 120 余家。全市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达到 84亿元，科技进步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

值得一提的是，新密扎实推进科
技创新创业综合体建设，占地 190亩，
总投资 6亿元，已引进中科院北京国
家技术转移中心和西安交通大学国家
技术转移中心两家专业化运营团队，
入孵企业及研发机构 148家。实施科
技计划项目 47项、争取各类奖补资金
7000余万元。

全面融入对接“一带一路”、自贸
区、航空港区、跨境电商综试区、中欧
班列等开放体系，新密利用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域内境外两种资源，以扩大
开放拓展创新资源配置范围和能力，
着力打造创新发展的战略高地。

创业“万众参与”提速经济
高质量发展

文静里透着一股子“洋气”的刘一
霏，是英国诺丁汉大学建筑学硕士，留
学归国瞄准绿色环保产业，回到家乡
新密开始创业。如今她的公司运转良
好并带动多人就业，刘一霏在实现自
我价值中收获着满满的自信。

为实现“全民创业”，新密多管齐下：
“13810”工程，“1”项创业技能提

升培训计划，搭建创业政策、融资、服
务“3”大平台，开发建立“8”类创业项
目库，开展“10”大创业就业主题活动。

“三单联动”技能培训工程，用工求
职“订单化”，岗位对接“名单化”，上岗

培训“菜单化”；自开展以来，“三单联
动”培训77期 13356人。

全市 302个行政村各配备一名兼
职劳动保障协管员，实现三级平台全
覆盖，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近年新密新增创业主体2.2万个、
增长92%，企业5681家、增长13%，发
放创业担保贷款9.6亿元，新增城镇就
业 2.7 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5.9
万人，创业带动就业 3万多人，荣获全
省农民工工作先进县（市）、返乡农民
工创业示范县（市）。

创业不仅是“白手起家”，在新密
“二次创业”所激发出的效益“能量”更
是不可小觑。

几乎每个清晨，河南伏羲山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松辰都会风雨
无阻地出现在云海翻滚的伏羲山大山
之中，“煤老板”变身“旅游大咖”，他是

新密“二次创业”中双强能人创大业的
一个代表。

在新密，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和二
次创业正不断成长为“顶天立地大企
业”的还有：振东科技、安耐克、瑞泰耐
材、东方集团、康宁特、康华纸业、锦荣
置业、万合机械、盛装风月服饰、浩金
元物流等，它们在浴火中重生，正成为
新的经济增长极。

全民创业正在释放无穷力量：
全市产业结构优化，三次产业结

构调整为2.9∶50.2∶46.9；新材料（新型
耐材）、家居和品牌服装、环保科技、消
防装备等千亿级、百亿级产业集群加
快 发 展 ，对 经 济 增 长 贡 献 率 达 到
33.3%；全域旅游接待游客 562.5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29.6亿元；挂牌上市
企业达到 128 家，成为全省挂牌上市
企业数量最多的县（市）；带动就业效
果明显，其中新增城镇就业 27576人，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9481人。

创新创业，新密敏于思考、燃烧激
情、勤勉践行，昂首阔步高质量发展之路！

6月 21日，郑州市经开区郑万铁路经开2号特大桥正在进行架梁施工。该工程由中交二航局承建，桥梁全长7.92km，跨越郑西绕城高速、京港澳高速、四港
联动大道，设计行车速度250km/h，预计今年9月份全部完工。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邓金慧

六十年，一个甲子时光，历经沧
桑；六十年，一个产业崛起，蓬勃兴旺！

2018年 6月 16日，偃师市制鞋业
发展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由河南省
皮革行业协会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布鞋
之都·偃师2018秋季产销对接会暨中
国布鞋之都授牌仪式举行。开幕式

上，中国皮革协会理事长李玉忠为偃
师正式颁发了“中国布鞋之都”牌匾。

这也是继“中国三轮摩托车之都”
后，偃师市获得的又一张产业名片。

在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拂下，偃师
市民营经济快速兴起，茁壮成长，是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十八罗汉闹中原”的
中坚力量。目前挂牌上市民营企业达
8家，三轮摩托车及新能源车产业年产
能达 180万辆，占全国份额的三分之

一，是全国最大的三轮摩托车产销基
地，并形成零部件“半小时及时供应
圈”；同时，新材料产业以建龙微纳新
材料、龙海玻璃等企业为龙头，正在形
成分子筛吸附材料、金属复合材料、超
薄玻璃材料等产业集群；新能源产业
以东方日升、万年硅业、万吉新能源等
企业为龙头，已形成多晶硅、拉棒（铸
锭）、切片、电池片、组件等光伏产业
链。（下转第三版）

年产布鞋5亿双 吸纳就业10万人

偃师：“中国布鞋之都”是怎样创造的

陈润儿在郑州市调研城市规划建设工作时强调

把握功能定位增强承载能力着力提升品质
坚定朝着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目标迈进

本报讯（记者 屈芳）6月 21日，省
长陈润儿到郑州市专题调研城市规划
建设工作。他寄语郑州市，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有关城市发展思想为指导，把握功能
定位、增强承载能力、着力提升品质，
以高标准规划为引领，坚定朝着加快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目标迈进。

当天上午，陈润儿先后深入正在
建设中的郑州市中央文化区、贾鲁河
综合治理工程、凤山森林公园，实地察
看郑州市城市建设情况，并不时为郑

州突出生态建设的发展理念“点赞”。
下午，陈润儿在郑东新区智慧岛主持
召开现场办公会，听取郑州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有关规划汇报和相关厅局的
意见建议。他对郑州市近年来的发展
成就给予充分肯定，指出郑州市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锐
意进取、奋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开创
了新局面、取得了新成效，经济实力增
强了，生态环境改善了，城市形象提升
了，“一路走来，令人欣喜、备受鼓舞”。

陈润儿说，国家明确支持郑州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要充分认识到，这是国家
赋予的新使命，是城市发展的新机遇，也
是我们肩负的新责任。抓住这一历史机
遇、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首要的是把规划
做好。规划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和蓝图，
要把握功能定位，使其体现区位特点、彰
显城市优势、富有个性魅力；要增强承载
能力，打造绿水青山的生态空间、集约高
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增
强生态环境、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承载能
力；要着力提升品质，在生态环境、城市

文化、城市服务、城市生活品质提升上下
更大功夫，使郑州真正成为人们向往
的创业之都、宜居之城、幸福之家。

“要始终把百姓满意不满意、方便
不方便、高兴不高兴作为我们城市规
划建设的追求目标。”陈润儿强调，要
抓紧完善规划、落实规划，不断提升综
合承载能力、持续发展能力、政府治理
能力，不辱使命、不负期待，以高质量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推动郑州在下一轮
发展中走在前列。

马懿、徐光参加调研。③8

更多内容详见07│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