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设置党政机
构60个,党委机构
18 个，政府机构
42 个。省级机构
改革于 2018年年
底前基本落实到位

河南省
机构改革
这样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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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11月 5日，省委书
记王国生主持召开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工作小组会议，对全省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进行总结盘点，对下一步深化监察体制改
革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喻红秋、任正晓、孔昌
生、王保存、胡道才、顾雪飞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我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工作总体情况汇报，与会省领导和工作小组
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分别发言，回顾了试点工
作的成效、经验，并就如何加强党对反腐败工
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扩大监督覆盖范围、提升
监督效能等提出意见建议。

王国生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我们把深化监察体制改

革作为检验“四个意识”、落实“两个维护”的
具体行动，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抓手，始
终沿着正确方向有力有序推进，较好完成了
试点工作目标任务。通过改革，加强了党对
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建立了集中统
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实现了党内监督与
国家监督、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
进一步巩固发展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王国生强调，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长
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总结经验、乘势而上，不断将改革引向
深入。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加强党对反腐
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上进一步深化，不断完
善体制机制，推进党领导反腐败工作具体化、
程序化、制度化。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在巩固提升试点成果上进一步深化，提升监
督效能，拓展监察工作网络，推动纪法贯通、
法法衔接。要持续放大改革效应，在持续营
造管党治党严的氛围上进一步深化，坚持依
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统一、党的纪律检查与
国家监察相结合，充分发挥纪委、监委合署办
公的制度优势，使正风反腐的铁拳攥得更紧、
威力更大，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为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王国生要求，要不断提高纪检监察队伍
能力素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时刻牢记权力来自哪里、界
限划在哪里，把依规依纪依法要求落实到反
腐败工作的全过程、各环节，习惯在制约和监
督下履职尽责，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
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③9

本报讯（记者 屈芳）11 月 4
日至 5 日，省长陈润儿与副省长
徐光、武国定一道，到周口、商丘
实地察看引江济淮工程（河南段）
走线并召开会议，听取设计方案
意见，就这一重大水利工程的设
计优化、组织实施等提出要求。

引江济淮工程是跨豫皖两省
的战略水源工程，项目建成后，周
口、商丘两市缺水严重的 9 个县
区将能喝上、用上北送的长江水，
极大改善当地水生态环境。

调研中，陈润儿沿工程设计
线路，深入鹿邑、郸城、柘城等县，
用一整天时间实地察看走线和试
量、七里桥等重要节点的水库、泵

站选址情况，考察沿途清水河、鹿
辛运河的流量水质，并专程来到
工程河南段起点、豫皖分界处的
袁桥闸选址地，详细了解规划，听
取水利专家与受水区的意见。

随后，陈润儿在商丘主持召
开专题会议，听取水利、财政等有
关部门汇报和沿线受水市县意见
建议。陈润儿指出，引江济淮工
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部署的一项重大工程，充分体
现了总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对
黄淮地区人民的深厚情怀。精心
组织、切实抓好这一工程，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

（下转第三版）

王国生在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会议上指出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巩固提升试点成果
不断把监察体制改革引向深入

陈润儿赴周口、商丘实地察看并召开会议

听取引江济淮工程
设计方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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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涅槃”
获重生
——河南国企改
革攻坚战系列观
察之三

新华社上海 11月 5日电 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5 日在上海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
为《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的主旨演讲，强调回顾历史，开放合作
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立
足当今，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
定复苏的现实要求；放眼未来，开放合
作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
求。各国都应该积极推动开放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
未来。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
不会停滞，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的脚步不会停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

11月初的上海，风清气爽，秋意渐

浓。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式主会场
内，各国嘉宾齐聚一堂。上午9时45分
许，习近平同捷克总统泽曼、多米尼加
总统梅迪纳、萨尔瓦多总统桑切斯、肯
尼亚总统肯雅塔、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
凯特、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埃及
总理马德布利、格鲁吉亚总理巴赫塔
泽、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老挝总理通伦、
马耳他总理穆斯卡特、巴基斯坦总理伊
姆兰·汗、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越南
总理阮春福、英国约克公爵安德鲁王
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世
界银行行长金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阿泽维多等外方领导人一同步入会场。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
主旨演讲。习近平指出，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
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国际贸易发
展史上一大创举。这体现了中国支持
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发展自由贸易的一
贯立场，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
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经济全
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面对世
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各国都应该
拿出更大勇气，积极推动开放合作，实
现共同发展。

——各国应该坚持开放融通，拓
展互利合作空间。各国应该坚持开放
的政策取向，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下转第二版）

11月 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发

习近平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谈开放 中国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话进博 非独唱而是多国大合唱

宣布扩大开放新举措：增设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在上交所设科创板试点注册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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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开放措施

◎激发进口潜力

◎持续放宽市场准入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
入发展

3个全新举措

◎将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的新片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
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1个精妙比喻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

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
5000 多年的艰难困苦，
中国依旧在这儿！面

向未来，中国将
永远在这儿！

3个“不会停滞”

◎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
的脚步不会停滞

◎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

◎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

谈中国态度
——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历史大势必将浩荡前行
·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
·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

谈中国经济
——完全可抱乐观态度

·中国具有保持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诸多有利条件
·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大家完全可以抱着乐观态度

谈中国红利
——世界各国共享共赢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各国都应该努力改进自己的营商环境，不能总是粉饰
自己、指责他人，不能像手电筒那样只照他人、不照自己

1978年 12月
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

以 此 为 标 志 ，

中国开启了改革开

放历史征程

2001年 12月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标志着中国真正融入

全球经济，也标志着中国

对外开放由此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

2008年8月
北京奥运会隆重举办

这是中国首次举

办 的 世 界 性 体 育 盛

会，标志着中国与世

界的交往进入了一个

新的时代

2013年9月和10月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来

自 中 国 ，但 成 效 惠 及 世

界，已成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重 要 实 践

平台

2016年 10月
人民币“入篮”

人民币成为世界

货币，中国真正融入

全球金融体系，国际

化步伐显著加快

2017年 10月
党的十九大召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27

次提及开放，明确提出推动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规划

了新时代对外开放的路线

图，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事

业开启了新征程

2018年4月
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举行

习近平主席向

世界宣示新时代中

国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的坚定决心与

重大举措

2018年 11月5日
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开幕

习近平主席出席

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

讲，强调共建创新包

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打开国门，拥抱全球，

贡献世界，是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发展的一条主

线。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吹响改革开放号角，到

中国“入世”，人民币“入

篮”，再到“一带一路”倡议

的提出……一个个中国

与世界联通的关键节点

犹如一颗颗璀璨的珍珠，

串联起中国 40年对外

开放的伟大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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