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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第二届三门峡白天鹅·野生动物国际摄影大展

距11月 18日开幕还有 天5

第十二届中国摄影艺术节

新华社北京 11月 12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2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
年访问团。习近平强调，在新时代国
家改革开放进程中，香港、澳门仍然具
有特殊地位和独特优势，仍然可以发
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希望港澳同胞继
续以真挚的爱国热忱、敢为人先的精
神投身国家改革开放事业，顺时而为，
乘势而上，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实
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共同谱写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篇章。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参加会见。
会见中，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崔世安以及部分访问团成员先后发
言，表达了对改革开放道路、“一国两
制”的高度认同。他们表示，没有国家
的改革开放，就没有港澳今天的发展
局面。他们还回忆了亲身经历的参与
国家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事业的故
事，并就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和“一国

两制”实践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场气
氛十分热烈。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
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是改革开
放40周年，在这个时机我们邀请香港、
澳门各界代表组团来内地参观访问，并
安排今天这样的会见和座谈交流，表明
中央充分肯定港澳同胞在国家改革开
放进程中的作用和贡献。大家讲了很
好的意见，从中可以感受到大家的拳拳
赤子心、殷殷爱国情，感受到大家对国

家改革开放的高度认同，对“一国两制”
方针的高度认同，对香港、澳门与祖国
共命运、同发展关系的高度认同，也能
感受到大家对祖国和香港、澳门未来的
信心。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很好，
我们会认真研究。

习近平强调，总结改革开放成功
的实践，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港澳
所处的地位是独特的，港澳同胞所作
出的贡献是重大的，所发挥的作用是
不可替代的。（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11 月 12 日，
省委书记王国生在郑州召开金融工作座
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深化改革
创新、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促进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征求做好明年经济工
作的意见建议。

座谈时，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河南
银保监局、河南证监局、工行河南省分行、
农行河南省分行、中行河南省分行、建行河
南省分行、交行河南省分行、中原银行、郑
州银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负责同
志先后发言，王国生认真听取意见建议，与
大家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就破解民营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等交流看法、研
究对策。

王国生对近年来我省金融工作取得的
成绩表示肯定，对金融机构为河南发展所
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感谢。他说，要深
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从牢牢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
个毫不动摇”和“三个没有变”的高度，强
化大局意识，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责任
感,切实提高学习贯彻的自觉性、狠抓落
实的主动性，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上有实
质性推进、具体化落实。金融机构要积极
服务对接民营企业，完善常态化沟通协调
和利益联结机制，建立“眼里有你、心中有
你”的信赖关系，多措并举回应融资需
求。要处理好防风险和担风险的关系，既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又要
在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上勇于担当作
为。要在提高改革创新能力、化解矛盾能
力上下功夫，以改革创新求突破、促发展，
努力为民营企业渡难关、增效益提供高质
量的金融服务。各级党委、政府要结合各
地实际，吃透摸准民营企业发展状况，拿
出管用有效的办法措施，加大“放管服”改
革力度，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和社会
风尚，为金融机构创造更好发展环境，共
同支持服务实体经济，推动河南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

黄强、穆为民、江凌参加座谈。③4

习近平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强调

“一国两制”是最大优势 改革开放是最大舞台
在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港澳的地位和作用只会加强不会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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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11 月 12
日，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
集体学习。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刘伟主持会议，省政协副主席龚立
群、高体健、周春艳、谢玉安、刘炯天
和秘书长王树山参加学习。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的
同志会前都进行了认真自学，撰写了
发言提纲。会上，大家认真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10
月 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
11月 2日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结
合工作实际进行发言，畅谈学习体会。

刘伟在发言中指出，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为做好当前工作、科学谋划明
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我们要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
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把政
协的工作做扎实、作用发挥好，助力
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落实落地，切实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
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
式上的主旨演讲，明确三个“不会停
滞”，向全世界宣示了将改革开放进
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旨演讲和考察
上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坚定
信心、理清思路，围绕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自贸试验区建设、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等全省改革
开放中心任务履职尽责，助推对外开
放取得更大成效，为打造中西部地区
对外开放新高地，让中原更加出彩作
出政协应有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
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给民
营经济发展以强大的信心和动力，也
对政协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深刻
把握“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的
重要论断，在政策引导、营造环境、引
进和培养人才等方面献计出力，助推
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③5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举行集体学习
刘伟主持并发言

“激情四十年 豪迈新时代
——中原追梦”新乡篇 09~18│特刊

□本报记者 陈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林业建
设是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性问题。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2007年我
省作出建设林业生态省的重大战略决
策。从 2008 年始，我省相继实施《林
业生态省建设规划》和《林业生态省建
设提升工程规划》。

十年砥砺奋进，全省森林资源持
续增长。与 2007年相比，我省森林面
积净增 1295.8 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
5.17 个 百 分 点 ，森 林 蓄 积 量 增 加
4958.44 万立方米，缺林少绿、生态脆
弱的状况有所好转。

上下齐心
年均营造林650多万亩

又是一年冬春造林季。

从 10月开始，我省各地植树造林动员
会便接连不断。测量、整地、备苗，各
项工作有条不紊。

11月 12日，汝州市郊北部的龙山
上，挖坑、扶苗、浇水，一派热火朝天的
劳动景象。两年努力，昔日荒草遍地
的龙山已建成超万亩花海。近年来，
汝州大兴植树造林之风，覆盖城乡的
绿网体系初步形成。2017年以来，共
完成营造林22万亩。

不仅是汝州，位于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核心水源区的淅川县，2013年以
来每年新造林面积 10万亩以上；平原
农业大县西平县，森林覆盖率从 2015
年的 12.44%跃升至现在的30.17%；曾
经饱受风沙之苦的汤阴县，2016年开
工兴建“围县林”，建成总长度 127 公
里的县域周边防护林。

10年来，我省扎实推进林业生态
省建设，工程范围涉及全省所有县级
单位，造林任务分解到每个乡级单位，
规划目标全面完成。

为了能够栽一片、活一片、成一
片，我省各地创新造林体制机制，坚持
工程化造林、专业化施工，加大土地流
转补贴力度，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热
情。截至 2017 年年底，全省林业企
业、合作社、大户等经营林地面积达
806.6万亩。

这十年，我省平均每年完成营造
林 650 多万亩，中原大地绿色愈来愈
浓，荒山披上绿衣，道路系上绿带，城
区装上绿芯，城乡颜值不断刷新。

这十年，我省增加了10个

国家级森林城市、11个国家级绿化模范
城市、28个省级以上森林公园，森林进
城环城护城,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全省现有林地面积8496.33万亩，
森林面积 6144.77 万亩，森林覆盖率
24.53%，森林数量、质量显著提升。

筑梦十年
河南愈加“绿富美”

十年林业生态建设，生态
价值几何？

（下转第二版）

十年“绿”出新河南
——我省林业生态建设成就综述

习近平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出访三国

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
世界经济》单行本出版

06│综合新闻

省委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河道采砂整治工作
王国生陈润儿出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11月 12日
下午，省委、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进
一步研究部署河道采砂整治工作，强
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知敬畏、强责
任，以更严的标准、更实的措施，坚决维
护良好生态环境。省委书记王国生、
省长陈润儿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省有关部门关于平顶
山市鲁山县部分河道非法采砂、拉砂
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河道采砂事
关河势稳定、防洪安全，事关河道生态
环境和功能永续利用。要充分认识加
强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紧迫
性、艰巨性，不能因为取得初步成效就
放松管理。要敢于正视问题，动真碰

硬，一抓到底解决问题。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中央有关通

报精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两个维护”，严守政治纪律，做到令行
禁止。要从政治上、大局上、战略上认
识和把握生态环保问题，保持高度警
觉，强化敬畏之心，把环境保护工作真
正摆上重要位置，紧紧抓在手上。要

细化实化整改措施，确保改彻底、改到
位。要举一反三，强化源头治理，探索
长效机制，做到规范管理、规范环评、
规范修复。要严查涉嫌违纪违法的相
关人员，严查背后的利益链和保护伞，
严查失职渎职行为。要真抓实做，在
解决问题过程中转变作风、提升能力。

黄强、穆为民参加会议。③5

更加积极主动助力国家全面开放

希望港澳继续带头并带动资本、技术、人才等
参与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一轮高水平开放

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一国两制”的应
有之义，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

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家治理实践

港澳同胞要提高管治能力和水平，同时积极参

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更加积极主动促进国际人文交流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讲好当代中国故事，讲

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香港故事、澳门故事

习近平提出四点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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