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远望

据媒体报道，一些城市新建的微

公园、小游园，或黄土裸露，绿植稀稀

拉拉，或杂草丛生，垃圾散落

其中；一些老旧小区增设的停

车位、电动自行车停车棚，位

置规划欠妥，不但未能方便群

众，反而增添了居民出行的烦

恼……

老城区大拆大建容易“伤

筋动骨”，小而美的改造让城市更有温

度。“口袋公园”有人建没人管，公共服务

设施更新不科学，往小里说，是对“微改

造”的掉以轻心、漫不经心；从大处讲，是

对城市发展的不用心，对提升群众生活

品质的不上心。事实上，“微改造”绝非

微不足道，用充满创意的小修小补，让

老旧空间焕发生机，既要“大处着眼”，

又要“小处着手”，既要改善提

升环境，又要保留“城市记忆”。

不下一番绣花功夫，没有一种

工匠精神，事情就绝难办好。

发 展 无 小 事 ，民 生 无 小

事。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类似城市“微改造”“微更新”

的精细化管理与建设，将来只会越来越

多，多几分专心、细心、耐心、责任心，才

能把“小事做好”“大事做成”，不断收获

发展的信心、群众的真心。3

增强建设河南的责任担当
——谈谈争做出彩河南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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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10 日电 中阿合
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10日在人民
大会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
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
略伙伴关系》的重要讲话，宣布中阿双方
一致同意，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
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上午10时许，会议正式开幕。在热

烈的掌声中，习近平走上讲台，发表讲
话。

习近平指出，中阿友谊源远流长，历
久弥新。双方在古丝绸之路上“舟舶继
路、商使交属”，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的斗争中并肩奋斗、患难与共，在各
自国家建设事业中相互支持、互利合作，
谱写了合作共赢的灿烂篇章。历史和实

践证明，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面
临怎样的艰难险阻，中阿始终是互惠互
利的好伙伴、同甘共苦的好兄弟。

习近平强调，中方倡议共建“一带一
路”，得到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国际社
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作为历史上丝
路文明的重要参与者和缔造者之一，阿
拉伯国家身处“一带一路”交汇地带，是

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双方
携手同行，把“一带一路”同地区实际结
合起来，把集体行动同双边合作结合起
来，把促进发展同维护和平结合起来，优
势互补，合作共赢，造福地区人民和世界
人民。“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带动中阿关
系发展，中阿全方位合作进入新阶段。
中方愿同阿方加强战略和行动对接，携

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做中东和
平稳定的维护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共
同发展的推动者、互学互鉴的好朋友。

第一，增进战略互信。要坚持对话
协商，坚守主权原则，倡导包容性和解，
反对恐怖主义。习近平宣布，中方将设
立“以产业振兴带动经济重建专项计
划”，并向有关阿拉伯国家提供人道主义
援助。

第二，实现复兴梦想。中阿双方要
把彼此发展战略对接起来，让两大民族
复兴之梦紧密相连。要牢牢抓住互联互
通这个“龙头”，积极推动油气合作、低碳
能源合作“双轮”转动，实现金融合作、高
新技术合作“两翼”齐飞。中方将成立

“中国—阿拉伯国家银行联合体”。
第三，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将坚持

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欢迎阿拉伯
国家参加今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第四，促进包容互鉴。要做大做强
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为双方提供更
多智力支持。要传播重和平、尚和谐、
求真知的理念，要以对话消除误解，以
包容化解分歧，要合作建设网络文明。
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中方为推动中阿人民
情感交流、心灵沟通的一系列新举措，并
宣布中阿新闻交流中心正式成立。

习近平指出，中阿同为国际舞台上
重要政治力量，我们要准确把握历史大
势，真诚回应人民呼声，一起推动中东地
区走出一条全面振兴的新路。中东的多
样性应该成为地区活力之源。要尊重每
个国家的国情差异和自主选择，坚持平
等相待、求同存异，打造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发展是解决中
东许多治理问题的钥匙，各方要始终心
系合作，多做共赢的加法和乘法，优势互

补，共享繁荣。习近平呼吁有关各方遵
守国际共识，公正处理巴勒斯坦问题，强
调中方支持以“两国方案”和“阿拉伯和
平倡议”为基础，推动巴以和谈尽快走出
僵局。

习近平最后强调，中阿合作论坛在
开展对话、加强合作方面大有可为。要
适应新时代中阿关系发展，论坛建设要
有新气象、新作为。要通过加强交流，让
双方思想形成更多交汇。让我们发扬丝
路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朝着目标前行，为
实现中阿两大民族伟大复兴、推动建设
中阿利益和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

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会议阿方主
席、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阿拉伯国家
联盟秘书长盖特分别致辞。他们高度
评价阿中传统友谊，表示，阿中合作潜
力巨大，阿拉伯国家愿集体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赞同习近平主席打造中阿
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主张。阿拉伯国家高度赞赏中国在
国际事务中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
和原则，发挥重要积极作用，视中国为
可信赖的伙伴。在中东和平与安全面
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阿方期待同中方
加强沟通协调，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
定、发展繁荣，携手推进新时代阿中战
略伙伴关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等出席。国
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主持开幕式。

开幕式前，习近平同科威特埃米尔
及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团长合影。

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
7月10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以“共建‘一
带一路’、共促和平发展、携手推进新时
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为主题。中国和
阿盟成员国代表、阿盟秘书长以及中方
有关部门负责人等近300人出席。

习近平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共同做中东和平稳定的维护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互学互鉴的好朋友

□薛世君

近 些 年 ，有 两 个 新 现 象 引 人 注

目——白领“回巢”和返乡创业，均已蔚

为风潮。越来越多的北上广白领、河南

籍企业家、外出务工者，从当初的“孔雀

东南飞”走向今天的“春暖燕回巢”，我省

“归雁经济”也由“星星点点”渐成“星罗

棋布”，催生了加快发展的新动能。同

样，也有一些老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郑东新区写字楼里伏案加班的身影、物

流园内驾车穿梭的司机、地铁站内忙碌

的施工队……同一片土地上，无论是

“燕回巢”，还是默默坚守奉献，亿万中

原儿女都在用建设家乡的情怀和责任，

描绘着波澜壮阔的出彩新画卷。

不管是一直“在家”，还是扎堆“回

巢”，不管是河南人，还是在河南生活和

工作的人，每一个匆忙的身影、每一扇

亮灯的窗户、每一张充实的笑脸，都诉

说着一个个河南人争相出彩的人生故

事，也都彰显着一份份沉甸甸的责任。

大家都把智慧和汗水挥洒在中原大地，

便能汇聚起中原更加出彩的磅礴力量。

时代与使命同辉，奋斗与责任相

伴。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时“让

中原更加出彩”的殷殷嘱托，是河南的

历史使命，也是每一位河南人，每一位

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人共同的时代责

任。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无水大河

干，个人成长与河南发展同频共振、同

向同力，中原更加出彩，需要每一个河

南人付出艰苦努力，用实干托举；中原

更加出彩，才能成就每个人的出彩人

生。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

议号召大家“争做出彩河南人”。这就

需要我们增强建设河南的责任意识，把

实现更加出彩当成最有成就感的事业、

作为最大使命担当，围绕同一个目标，

撸起袖子加油干，共建美好家园。

米字形高铁夯实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优势、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越飞

越广、中欧班列（郑州）综合指标全国领

先、跨境电商居全国前列……今天的河

南可谓蓄势待发、蒸蒸日上，人力资源、市

场空间、区位交通等比较优势持续上升，

巨大的发展潜能正在一步步释放出来，经

济社会发展呈现良好态势。置身烈火烹

油的发展热土，怎能不燃起干事创业的豪

情、不激起投身建设热潮的斗志？

没有一种责任，比为脚下的土地奋

斗更伟大；没有一种担当，比为美好的未

来打拼更崇高。将自己的命运与河南发

展紧紧相连，将个人出彩与中原出彩牢

牢相扣，大力气建设家乡，大踏步迈向幸

福，才能奏响共同出彩的欢快乐章。3

城市“微改造”也得“巨用心”

7月 10日，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
为《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发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科技创新工作精神，践
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助推全省发挥优势打好“四张
牌”提供坚强科技支撑，河南省科学院现面向全省征集
重点支柱产业发展中急需突破的重大共性关键（卡脖
子）技术需求。

征集范围：智能终端及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技

术、新材料技术、绿色化工技术、新能源技术、食品制造
与安全技术、现代农业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技术、资
源高效利用与环境保护技术、智慧城市与数字社会技
术、现代服务技术等河南省重点支柱产业领域(公告详
情见 6月 27日本报第一版、第十七版，咨询情况请登录
河南省科学院官网 http://www.hnskxy.com)。

河南省科学院
面向全省征集重点支柱产业重大共性关键

技术（卡脖子）难题的公告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7月 6日上午，在桐柏艾神艾草制
品有限公司的扶贫车间里，记者见到
了桐柏县毛集镇熊寨村贫困群众熊哲
华，她皮肤黝黑、说话利落，干脆地拿
出手机敲出一串数字：“5亩地入股合
作社，一年分红一万多，月工资 2000
多元，全年净收入三万多。”而在几年
前，熊哲华还在工地上当泥瓦工艰难
度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桐柏艾神
艾草制品有限公司与毛集镇 19个村
的 19 个合作社全部签订了保护价收
购合同，不但实现了全镇贫困户全覆
盖，还为贫困户提供了 15000 多个岗
位。而这只是南阳夏季“两业”攻坚结
出硕果的一个剪影。

产业、就业扶贫是中央脱贫攻坚
“五个一批”工程和省委、省政府“转、
扶、搬、保、救”五项举措的核心内容，
是发挥“造血”功能、确保贫困群众稳

定脱贫的关键举措。今年以来，南阳
探索开展夏季“两业”攻坚，以创新产
业、就业扶贫机制为动力，努力实现扶
贫产业示范园、扶贫产业示范基地、扶
贫就业车间、牧原“3+N”扶贫模式、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劳动技能培训、劳动
力转移就业等“七有”，把贫困群众嵌
入扶贫产业链，持续增加贫困群众收
入。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实施各类产业
扶贫项目 1123个，覆盖贫困人口 11.3
万人次，吸纳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3.6
万人，交出了高质量脱贫的南阳答卷。

产业全覆盖 唱响致富歌

新野县田福阁洋葱专业合作社的
洋葱漂洋过海，卖到日本、韩国、俄罗
斯。合作社采用“土地托管+自主经

营”的形式，带动周边贫困户360多户。
内乡县创新开展的“政府+金融机

构+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
“5+”扶贫模式，按照每季度每户 800
元的标准，实现了贫困户分红全覆
盖。从今年 4月开始，南阳市整市推
进牧原“3+N”，到 2018 年年底，将实
现对南阳市农村 14.4 万户、33.4 万名
贫困人口全覆盖，所有贫困户户均年
增收3000元左右……

像这样的生动案例不胜枚举。在
实践中，南阳建立产业就业奖补机制，
召开现场会动员推进，扶贫专班多次
暗访督导，各个县区在工作开展中，结
合各自实际，还增加了不少“自选”动
作。如新野县探索推出产业扶贫新机
制，社旗制定完善产业就业配套奖扶

政策，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夏季“两业”
攻坚强势推进。

全市建立和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基
地七大类，包括花生、水果、蔬菜、食用
菌、茶、蚕、中药材等。其中，优质花生
基地 20.5 万亩。建成千亩以上猕猴
桃、核桃、辛夷、黄金梨等经济林基地
160 余处，苗木花卉面积达 41.2 万
亩。畜牧养殖方面，全市有 118 家畜
牧企业参与脱贫攻坚，吸纳 27000 多
户贫困户参与。

南阳市扶贫办负责人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南阳市开展的夏季‘两业’攻
坚，是发挥产业就业扶贫的‘造血’功
能，保证贫困群众稳定脱贫增收的长
远之策。每个县都有扶贫产业示范
园，每个乡镇基本都有扶贫产业示范

基地，每个贫困村都发展特色产业，产
业向规模化、市场化、品牌化、品质化方
向发展，已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

车间建村头 就业不发愁

盛夏时节，田野里一片葱茏。在
新野县鑫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养猪
场刷猪圈的岗南村贫困户陶春南一个
月就能拿到3000多元。

在淅川县毛堂乡佳美伞业扶贫车
间内，今年4月份来这里上班的贫困户
程战玲每月工资能拿到 2000元，能接
送孩子照顾老人，还不耽误一天做三顿
饭。该扶贫车间采用“车间+农户”的模
式，为贫困户提供200多个就业岗位。

几天时间里，记者的脚步踏遍南
阳县区的扶贫基地、扶贫车间，目之所

及，都是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的激动
与兴奋，而这得益于去年以来南阳开
展的“千企帮千村”活动。截至目前，
全市 1418 家企业与有贫困人口的
1418个村进行结对帮扶，421家企业
向结对贫困村投资 10.52亿元，419家
企业安排贫困人口转移就业10157人。

学会一种技能，带富一个家庭。
南阳整合多个培训项目，根据贫困家
庭劳动力培训意愿和市场需求，分类
分层次组织实施培训。同时，深入开
展贫困家庭劳动技能培训需求调查，
侧重培训周期短、易学易会、脱贫增收
见效快的“短平快”职业技能。今年上
半年，全市累计为有培训意愿且符合
培训条件的 26166名建档立卡贫困劳
动力提供了涉及种植业、养殖业、加工
业等行业的免费技能培训。

产业与就业相融共生，就如雨后
春笋，在一个个贫困村深深扎根，催生
出南阳夏季“两业”攻坚的丰硕成果，
升腾成贫困群众心中的坚定希望。

构建“七有”产业就业扶贫体系，持续增加贫困群众收入——

南阳：交出“两业”攻坚高质量答卷

筑好新家引来青年人才

要牢牢抓住互联互通这个“龙
头”，积极推动油气合作、低碳能源
合作“双轮”转动，实现金融合作、高
新技术合作“两翼”齐飞

实现复兴梦想

要做大做强中阿改革发展研究
中心，为双方提供更多智力支持，并
宣布中阿新闻交流中心正式成立

促进包容互鉴

中国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
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
门搞建设。中国欢迎阿拉伯国家参
加今年 11月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实现互利共赢

增进战略互信

中方将设立“以产业振兴带动
经济重建专项计划”，并向有关阿拉
伯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