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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尔兹比港11月 18日电 亚太经合
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8日在巴布
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并发表题为《把握时代机遇 共谋亚太繁
荣》的重要讲话，强调亚太各方应该顺应经济全
球化发展大势，秉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宗旨，
把握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大方向，努力保持亚
太合作势头，稳步迈向更高水平。

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同其他与会领导人依

次抵达，受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热情
迎接。

当地时间上午10时 30分许，会议开始。奥
尼尔主持。本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的主题是“把握包容性机遇，拥抱数字化未
来”。与会各经济体领导人围绕“连接数字化未
来，实现包容性增长”等重点议题深入交换看
法，回顾合作历程，共商亚太愿景。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发展和变

革风起云涌。站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我们
应该认清世界大势，把握经济脉动，明确未来方
向，解答时代命题。

第一，坚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构建开放
型亚太经济。我们应该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对各类自由贸易安排，我们应该坚
持开放、包容、透明原则，促进彼此协调，实现良
性互动。要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
体制，旗帜鲜明抵制保护主义。（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11月16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纪念
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
55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

“枫桥经验”15周年大会精神，研究加强
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省委
书记王国生主持会议，省长陈润儿出席
会议，省政协主席刘伟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
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
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坚持学习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事关巩固党的
执政地位，事关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事关国家长治久安。要

把学习贯彻“枫桥经验”和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和认真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论述结合起来，
切实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
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各级领
导干部要带头学习，把握新时代“枫桥
经验”丰富内涵，领会精神实质，加强调
查研究，探索创新化解基层矛盾的方法
途径，认真总结推广我省好的经验做法
和先进典型，不断提升我省基层治理、
平安建设水平，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会议讨论了《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
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讨论

稿）》，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协工作
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将政协党的建
设工作纳入党委工作总体布局，一体谋
划、一体推进。各级政协党组要担负起
党的建设重大政治责任，严格贯彻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在更好地维护
核心、服务中心、凝聚人心、在中原更加
出彩中发挥政协应有作用，以党的建设
高质量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

会议讨论了《河南省贯彻落实中
央扫黑除恶第 6督导组反馈意见整改
工作方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握政治引领、从

严从实、聚焦重点、厉行法治、标本兼
治等原则，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强烈的
责任担当、扎实的工作作风抓好整改
落实工作。打击黑恶势力要做到“稳、
准、狠”，重拳出击、集中攻坚，依法从
严惩处；要深挖彻查黑恶势力“关系
网”“保护伞”，形成有力震慑；要明确
政策法律界限，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确保把每一起案件办成铁
案；要注重标本兼治、突出治本，强化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从源
头上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彻底铲
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③5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 通讯员
李乐乐）“我们村不仅在地里打了 80
多眼井，还引来黄河水，井灌和渠灌
双配套。”11月 17日，尉氏县张市镇
沈家村党支部书记石长锁说，现在浇
地方便，刷卡就通水，全村 3200亩地
3天就可以浇一遍。

改革开放 40 年来，作为农业大
省的河南，不断夯实农业基础，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持续不断投入，像沈家
村这样的旱涝保收田越来越多。截

至 2017 年底，全省有效灌溉农田面
积已达7910万亩。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
之基。河南省除水害、兴水利任务艰
巨繁重，改革开放 40年来，全省上下
不断加大水利投入，一批大中型水库
除险加固，一座座大型水库相继开工
投用，有效灌溉面积逐年增加，水利
基础日益坚实，为我省粮食生产和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刘正才说，随
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人民群众从过去“盼温饱”到现在“盼
环保”、从过去“求生存”到现在“求生
态”，群众对水的需求，（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认清世界大势 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解答时代命题 中国方案助力亚太繁荣

11月 18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举
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把握时代机遇 共谋亚太繁荣》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发

11月 18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举行。这是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同其他亚太经合组织经济
体领导人、代表合影。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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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太行一崖柏
——辉县市冀屯镇党委书记赵化录的故事

□本报记者 董林 张华君 李虎成
本报通讯员 王永乐

初冬的南太行，重峦叠嶂，如屏如
柱；层林尽染，满目流金。一株株苍翠
的崖柏，深深植根于绝壁岩缝，默默吐
绿在万丈悬崖，用不屈书写着巍巍太行
的生命奇迹。

山脚下往东南 20多里的小镇上，
有这样一位基层干部，就像太行崖柏一
般，牢牢扎根基层，孜孜服务百姓，迄今
已连续在乡镇党委书记的岗位上干了
21年! 他一个人带动了一群人，这一群
人又造福了一方人。

他，就是辉县市冀屯镇党委书记赵
化录。

21年来，赵化录曾有多次提拔、回
城的机会，他都放弃了。他像一个倔强
的“工匠”，硬是将一个原本各方面都很
一般的乡镇，“精雕细琢”成为全国重点
镇、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全国农业
产业强镇、省百强乡镇、省“五好”乡镇
党委、省生态文明镇、省文明村镇，因而
被新乡市命名为“吴金印式好干部”。

10月 22日，新乡市委作出在全市
开展向赵化录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他的故事正在牧野大地广为流传。

赵化录的“大算盘”

——送上门的几十万租金不要，自建

的幼儿园无偿“充公”，赵化录是不是糊涂了

11月 15日，立冬已过，寒意肆虐，
然而在辉县市冀屯镇冀祥社区居民王
合印的家中,却暖意融融。浓绿的兰草
茂盛繁密，水仙、腊梅含苞待放。

王合印说，以前由于居住的村子位
于矿区塌陷地带，房子裂缝进水、四处
透风，冬天经常在半夜冻醒，夏天外边
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现在城市里有

的，俺这里都有；尤其是通上了天然气，
感觉生活质量不比城市差。

冀屯镇 33个村，其中 16个村庄处
于煤矿塌陷区。2009年该镇抓住塌陷
区安置搬迁的契机，利用煤矿补偿资
金，实施城镇化迁建改造。2011年 12
月 5日，王合印作为第一批住户从低矮
昏暗的老屋搬到宽敞明亮的冀祥社区。

副镇长史来臻说，当初群众刚住上
楼房，赵化录就找到他，问能不能把天然
气引到社区来。史来臻往市里跑了两三
趟，天然气公司压根不同意。原因很简
单，要想通天然气，必须从20公里之外的
辉县市区引管道，并过境其他乡镇，用地

不好协调，费用太高。史来臻建议，群众
反正没有提，能不能缓缓再说。

赵化录一听急了：“这事不能缓。”
铁了心的赵化录就泡在天然气公司赔
笑脸、算细账，最终用诚心打动了对方，
同意向冀屯架设管道。经过半年努力，
天然气终于通到冀祥社区家家户户，成
了当地大新闻。

提起这事，赵化录说：“我不能让群
众乘着电梯往楼上搬煤球。”

冀祥社区办主任温孟栋说，赵书记
善于算“大账”，好多事当时不理解，现
在就剩下佩服了。

他说，新区幼儿园建成初期，很多人

都想租下招生办学，这儿不愁生源，有人
光一年租金就出到了30多万元。但赵化
录却提出：“新区幼儿园不招租，无偿交给
辉县市教育部门，办一所公立幼儿园。”

温孟栋当时目瞪口呆，心想赵化录
是不是糊涂了。当公立幼儿园办成后，
温孟栋终于明白了赵化录的苦心：社区
300多名学生如果是上私立幼儿园，一
个学生一年的费用最少得 5000元，而

公立幼儿园不会超过 3000元，师资力
量更不可相比，一年光学费就能给群众
省下50多万元。

正是赵化录善于算“大账”，很快引
入各种“城市元素”，银行、超市、学校、
饭店、洗浴、医院、音乐广场……冀祥社
区的生活品质媲美大城市现代社区，群
众幸福感大大提升不说，冀屯也很快成
为辉县市西南的区域发展中心。

让温孟栋打心底佩服赵化录的还
有一件事。任金明是益三村的能人，年
轻时就摆弄农业机械，这一干就是20多
年。他说：“我也想放个响雷，可没有地
方放。我的厂子总共两亩大，在这屁股
大的地方想发展不可能，找地更别想。”

让任金明没想到的是，转机说来就
来。

赵化录去任金明家走访，开始任金
明并没有说用地的事，在书记临走时，
他才犹豫着说了他的难处。

“俺想着赵书记也就是来转转、看
看，咱这事不敢说，也不想说。但看着
赵书记是真心想帮咱，就试探着说了一
嘴。”任金明说。

当时一起走访的镇武装部部长马
新合说，（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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