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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打击涉水违法犯罪 全力维护水事秩序
扫黑除恶
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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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3日，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
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
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强调中非要携起手
来，共同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
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
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重点实施好产
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
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
平安全“八大行动”。

初秋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和长安
街两旁鲜花盛开，中非合作论坛成员
国国旗、非洲联盟会旗和印有中非合
作论坛会徽的旗帜迎风飘扬。人民大
会堂北门外，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

16时许，出席论坛峰会的外方领导人
陆续抵达。习近平在北大厅热情迎
接，同他们一一亲切握手，互致问候。
随后，中外领导人集体合影。

大礼堂里灯光璀璨，花团锦簇，中
非伙伴共聚一堂。主席台上，中非合作
论坛会徽格外醒目，中国和 53个非洲
国家国旗、非洲联盟会旗整齐排列在以
中英法文书写着“2018年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的巨幅蓝色背景板前。16
时 40分许，军乐团奏响热烈庄重的欢
迎进行曲，习近平和外方领导人一同步
入会场，全场起立，掌声雷动。

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共
命运 同心促发展》的主旨讲话。

习近平向出席论坛峰会的外方领
导人，包括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布基纳法索3个论坛新成员领导人
表示热烈欢迎。

习近平指出，中非双方基于相似
遭遇和共同使命，在过去的岁月里同
心同向、守望相助，走出了一条特色鲜
明的合作共赢之路。在这条道路上，
中国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
利观，同非洲各国团结一心、同舟共
济、携手前进。中国在合作中坚持真诚
友好、平等相待，坚持义利相兼、以义
为先，坚持发展为民、务实高效，坚持
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中国坚持做到

“五不”，即：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

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
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
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
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中国希望
各国都能在处理非洲事务时做到这

“五不”。
习近平强调，非洲发展不可限量，

非洲未来充满希望，中非友好合作前
景广阔，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发展大有可为。中国永远是非洲的好
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中非合作好不
好，只有中非人民最有发言权。任何
人都不能破坏中非人民的大团结，任
何人都不能阻挡中非人民振兴的步
伐，（下转第三版）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隆重开幕
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9 月 3
日，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按照全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安排部署，今
年以来，全省水利系统紧紧围绕宣
传发动、线索排查、涉水违法犯罪重
点打击，全面履行执法监督和行业
管理职责，积极稳步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

按照要求和部署，省水利厅党

组及时召开了扫黑除恶斗争专题会
议，成立了水利系统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领导小组，制定了省水利厅“扫
黑办”工作制度、保密制度等相关制
度。针对在河道非法采砂、阻碍水
利工程施工、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强
买强卖等方面可能存在涉黑涉恶问
题领域，全省水利系统积极开展线
索排查，截至目前，通过暗访、受理
群众举报等途径共收集线索 17 起，
均已移交公安机关。

结合水利系统涉黑涉恶重点领
域，为解决当前非法采砂影响河势稳
定、行洪安全、侵犯群众利益等突出问
题，省水利厅、省公安厅联合在全省范

围内开展打击整治河道非法采砂专项
行动，对长期盗采砂石资源，干扰、威
胁、阻挠行政执法的“砂霸”进行了严
厉打击，铲除了一批非法采砂黑恶势
力。截至目前，全省水利系统打击非
法采砂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水行政立案254起，刑事拘留
102人，批准逮捕45人。

为扎实推进水利系统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稳步开展，省水利厅确定
了“四个一”工作计划，即：一次对
接、一次大会、一次明察暗访、一场
大规模宣传。省水利厅在网站上公
布了水利系统涉黑涉恶线索举报电
话，（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冯芸）9 月 3 日，
省委党校、河南行政学院 2018 年
秋季学期第一期主体班举行开学
典礼。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
喻红秋出席并讲话，强调党员干部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贯彻落
实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
议精神，勇于担当、忠诚履责，在中
原更加出彩中展现新作为。

喻红秋指出，中原更加出彩，是
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发展的殷殷嘱

托，是谱写中国梦河南篇章的必然要
求，是河南在新时代续写辉煌的使命
追求，是激励中原儿女接续奋斗的强
大动力。要深刻理解把握中原更加
出彩的重大意义，用以统一思想、统
一意志、统一行动。

喻红秋强调，要准确把握新时
代中原更加出彩的内在要求。新
时代中原更加出彩，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屈芳）教师节即将
来临之际，9月 3日，省长陈润儿到省
教育厅调研，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听取
大家意见建议，并主持召开省长办公
会议，就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进行座谈、提出要求。

陈润儿强调，兴豫必须兴教，强教
必须强师。要深入领会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让教师成为令人尊敬和羡慕的职业，
把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真正落到实处。

会上听取了省教育厅关于全省教

育工作的汇报，讨论研究了《关于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
意见》，有关部门作了发言。陈润儿指
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教育事业
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
全省教育系统主动担当，奋发进取，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撑
和人才保障。新时代河南从人口大省
迈向教育强省既有条件、又有挑战，必
须贯彻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把党中央提出的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落

到实处。
陈润儿指出，兴豫必须兴教，这是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需要、实现人口红
利转换需要、着力人才培养发展需要
的必然选择。而强教必须强师，要着
力提高教师政治素质，包括思想政治、
职业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造就
一代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四有”教
师；要着力提高教师专业能力，确立明
确培养目标，加强对师范院校支持力
度，鼓励广大教师安心教育、乐于教
育；要着力提高教师地位待遇，包括政

治地位、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吸引和
稳定优秀人才从教，特别要解决好乡
村教师的宿舍建设、工资待遇、生活补
贴、退休福利等问题。

陈润儿强调，要深化教师管理综
合改革，在人才引进、工资分配、职称
评聘、岗位津贴等改革上加快步伐，着
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树立正
确的价值导向,在全社会切实形成尊
师重教的氛围，让教师真正成为令人
尊敬和羡慕的职业。

副省长霍金花参加调研。③8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 李点）按
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和省委巡视整
改落实工作安排，9月 3日，省政协党
组召开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会议深入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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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指导兰考县
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标准，聚焦中
央巡视反馈的问题，落实省委常委班
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提出的要求，全面
对照检查，深入查摆剖析，认真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刘伟主持
会议并作总结讲话。省纪委、省委组
织部有关同志到会指导。

省政协党组对开好专题民主生
活会高度重视，前期进行深入学习，
广泛征求意见建议，认真开展谈心谈
话、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做了充分准
备。会上，刘伟代表省政协党组作对
照检查，并带头作个人对照检查。党
组成员逐一进行个人对照检查，开展
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了统一思
想、整改问题、增进团结、互相监督、
共同提高的目的。

会 议 强 调 ，巡 视 整 改 是 检 验
“四个意识”的试金石，是检验“两
个责任”的重要标尺，做好巡视整
改是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具体
体现。（下转第三版）

陈润儿到省教育厅调研并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强调

让教师成为令人尊敬和羡慕的职业
把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真正落到实处

2018年8月28日，中央扫黑除恶
第6督导组进驻河南省，主要受理河南
省涉黑涉恶问题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进驻时间：
8月28日至9月27日

●举报电话：
0371—65603933

每天受理时间为8:00-20:00

●举报信箱：
郑州市A001号邮政专用信箱

中央扫黑除恶第6督导组公告

省政协党组召开
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刘伟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喻红秋在省委党校河南行政学院2018年
秋季学期第一期主体班开学典礼上指出

党员干部要勇于担当忠诚履责
在中原更加出彩中展现新作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的主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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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出席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
暨第六届中非企业家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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