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

●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

●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

●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

●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
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 一论贯彻落实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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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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环保督察组公告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更多内容见03│要闻

打好脱贫攻坚“硬仗中的硬仗”
—— 写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

新华社北京 6月 23日电 中央外
事工作会议6月 22日至 23日在北京召
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我国对外工作要坚持以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
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引领全球
治理体系改革，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
伴关系网络，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新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有
利条件、作出应有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
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纪委书记赵乐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国家副主席王
岐山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面对国际
形势风云变幻，我国对外工作攻坚克
难、砥砺前行、波澜壮阔，开创性推进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经历了许多风险考
验，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办成了不少
大事难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实践
中，我们积累了有益经验和深刻体会，

对外工作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坚持战略自信和保持战略定力，坚
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战略
谋划和全球布局，坚持捍卫国家核心和
重大利益，坚持合作共赢和义利相兼，
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
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
和实践创新，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外交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
10个方面：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
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
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
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坚持以共
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
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
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
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
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
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
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
中国外交独特风范。我们要全面贯彻
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
想，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良
好外部条件。

习近平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
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所谓

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
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
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
史前进大势。所谓正确大局观，就是不
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
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
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
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所
谓正确角色观，就是不仅要冷静分析各
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
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
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
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当前，我国
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
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
相互激荡。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对外工作具备很多国际有利条件。

习近平强调，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
二十大，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
史进程中具有特殊重大意义。纵观人
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
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我们要
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
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
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对
外工作。既要把握世界多极化加速推
进的大势，又要重视大国关系深入调整
的态势。既要把握经济全球化持续发
展的大势，又要重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
演变的动向。既要把握国际环境总体
稳定的大势，又要重视国际安全挑战错
综复杂的局面。（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破坏环
境不能一判了之，破坏者还必须恢
复原状。我省首例由检察机关提
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环境诉讼
案判决已过去几个月，6月 22日下
午，中牟县人民法院、县检察院、县
林业园林局、县森林公安局等单位
对涉案土地拆除违法建筑、恢复原
状进行现场联合监督。

2014 年 7月至 11 月期间，被
告人朱某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擅自在中牟县广惠街刘申庄村南

林地内修建仓库，非法占用农用地
106.1 亩，致使林地遭到破坏。中
牟县检察院对朱某提起公诉，并要
求其依法承担环境修复责任。

2017年 12月 20日，中牟县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当庭判决被
告人朱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
处有期徒刑两年零两个月，缓刑三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4万元，并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 6个月内将受损
林地恢复原状。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违法建筑

迟迟没有拆除，中牟县法院和县检
察院决定到现场进行监督。法官表
示，法院坚决发挥司法审判职能，为
中牟都市型田园新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驾护航，如果6个月期满后，当
事人还未将林地恢复，中牟县法院
将按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对朱某进
行制裁。慑于法律的威严，朱某在
拆除现场写下保证书，保证一定在
判决规定的期限内履行完毕。③8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6 月 23
日，记者从省招办获悉，6月 25日零
时，考生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一本、
二本等各批次分数线 6月 24日下午
率先公布。

考生网上查询成绩有 4种方式，
分别是河南省教育厅网站（http://
www.haedu.gov.cn）、河南省招生
办 公 室 网 站（http://www.heao.
gov.cn）、河 南 招 生 考 试 信 息 网
（http://www.heao.com.cn）、河南
省 普 通 高 校 招 生 考 生 服 务 平 台

（https://pzwb.heao.gov.cn）。
除了网上查询之外，今年省教育

厅官方微信、省招办官方APP都已启
动运行，考生、家长也可以通过手机
查询高考成绩。此外，县（市、区）招
办招生考试综合服务大厅也可免费
查询成绩。

据悉，为让考生在填报志愿时了
解全体考生的成绩状况，在公布考生
成绩的同时，省招办还将同时公布各
批次分数线，以及全省分数段统计情
况。③6

我省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环境诉讼案拒绝一判了之

破坏环境者被现场监督恢复林地

高考成绩25日零时可查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6月 22日至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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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十八大将于
6月26日至29日在京召开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付忠于

6月 1日，由汝南县委、县政府，北
京高占祥文化艺术基金会联合主办的
汝南县第三届“阳光少年”评选暨“新
时代好少年”命名大会在汝南县清华
园学校举行。

此次受到表彰的汝南县第三届
“阳光少年”分别是诚信“阳光少年”方
宇轩、孝心“阳光少年”郭竞阳、自强

“阳光少年”王珑珑、创新“阳光少年”
张易、礼仪“阳光少年”吴欣琳、仁爱

“阳光少年”田琬婷、才艺“阳光少年”
常琪、勤奋“阳光少年”赵梦佳、进步

“阳光少年”苏祎琪、绿色“阳光少年”
周保见。据了解，自 2016 年以来，全
县共评选命名10类“阳光少年”18000
多名，其中 30名“十佳阳光少年标兵”
受到表彰。

这是近年来汝南县加强精神文明
建设，在全县开展“加强道德建设，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
教育活动取得的丰硕成果。

2016年,为进一步加强思想道德
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用先进的思想文化武装干部群众，
用道德的力量感染干部群众，在全社
会形成健康向上的道德风尚,汝南县
在全县开展“加强道德建设·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活
动，推动道德建设进学校、进机关、进
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评“阳光少年”

“汝南好人”“道德模范”。
汝南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组

长，县长任第一副组长，相关常委任副
组长的“五进三评一考核”领导小组，
制订下发了工作方案，统筹抓好工作

推进。在工作中，县委首先从自身做
起，从四大班子“一把手”做起，以好

“官德”培育好“民德”；以“领导干部大
讲堂”“道德讲堂”等活动为抓手，深入
持久开展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党性观念教育、道德修养教育等活
动。以官德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和家
庭美德建设为重点内容，努力提升广
大机关干部的思想道德修养，推动道
德建设进学校、进机关、进社区、进农
村、进企业，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
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
自觉行动。

评“阳光少年”重立德树人

在推进道德建设进校园活动中，汝

南县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德树
人的重中之重，大力推进道德建设进校
园与国学经典教育、校园文化建设、学生
行为习惯养成相结合，积极倡导健康向
上的文明风尚，以中小学生为重点，以

“阳光少年”评选为载体，扎实推进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培育新时代好少年。

为确保“阳光少年”评选客观公
正，县里成立了“阳光少年标兵”评选
工作领导小组，首先从全县 9万多名
青少年中选出了 6000多名校级“阳光
少年”，接着乡镇评审，最后优中选优，
评出 30名县级“阳光少年标兵”。在
工作中，该县先后实施了未成年人道
德素质提升工程，开展文明校园、文明
学生德育实践，开展童心向党歌咏比

赛，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和童谣传唱等，
让孩子们在活动中体验文明，养成良
好的文明习惯。实施文化环境洁净工
程，加强校园周边环境治理，抓好学生
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用丰富多彩的文
体活动充实和丰富学生的精神文化生
活，净化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实施“三
位一体”教育联动工程，以家庭教育为
基础，学校教育为龙头，社会教育为重
点，推进道德建设进校园，加强国学经
典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以高占祥编写
的《阳光与少年》启蒙教育丛书为教材，
在全县中小学生中广泛开展诵读《新三
字经》《处世歌诀》《警世贤文》等“中华
经典诵读”活动，陶冶了学生的情操，弘
扬了传统美德。实施旗帜引领工程，在

全县开展礼仪、自强、诚信、创新、才艺、
孝心、勤奋、进步、仁爱、绿色 10位“阳
光少年”的评选活动，用“阳光少年”做
示范，做标杆，营造积极向上的比争创
氛围。

汝南县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把阳
光少年评选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
去，推动道德建设“五进”活动持续开
展。文化兴则汝南兴，兴文的道路在
哪里？在培养阳光少年。汝南的教育
在孩子们身上，汝南的未来也在孩子
们身上。汝南的历史上以教育而成
名，汝南的未来也在教育，教育走什么
样的路子，选择什么样的载体，阳光少
年就是最好的载体。我们按照新时代
阳光少年的标准去开展，让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在汝南大地落地生根。

中国文联原党组书记、北京高占祥
文化艺术基金会发起人高占祥，中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启
民，（下转第三版）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

汝南：道德“花”开香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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