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菲关系新篇章

1

2

中菲双方要加强两国元首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推动各层
级往来，增强战略互信

中菲在南海有广泛共同利益，可以继续通过友好协商管控分
歧，推进海上务实合作

□薛世君

今年入秋时，笔者曾去虞城县田庙

乡刘杨庄村的万亩果园采访，村支书牛

玉旺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俺村

儿的这将近一万亩的果林，浑身上下都

是宝”。经过几辈人植树造林，曾经常

年风沙的黄河故道滩地上“变”

出了一望无际的果林，带给村

民们的，不仅是一份可观的收

入，更是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在建设森林河南、实施国

土绿化提速行动中，我省很多

乡村通过“林果化”，植树成林、

绿意葱葱，实现了“望得见青山、看得见

绿水、记得住乡愁”。从一个偏僻小山

村华丽转身为中国最美乡村，信阳市

郝堂村那几棵百年老树,让人印象深

刻；发展“坡地经济”，让林州市坐拥 18

万亩核桃、8 万亩花椒，成为全国经济

林建设先进单位……乡村振兴至关重

要的一环，就是乡村绿化。

人们的乡愁中，不仅会有老建筑、

老村落、老物件等，也总会有“绿色”回

忆——树枝编成的草帽、河边的依依杨

柳、儿时嬉戏的树林、小伙伴的爬树比

赛……绿色的树、葱郁的林，不仅滋养

着生命、平衡着生态，更充盈着

浓郁得化不开的乡愁，不管乡

愁的内涵如何变化，不变的总

有那抹记忆中的绿色。

绿色乡愁需要绿色文明

守护。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需

要“一盘棋”思想，建设森林乡

村和森林特色小镇自然是题中之义，

更要避免为追求利益而随意地劈山阻

水、乱采滥伐、竭泽而渔、排污排废，形

成绿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用浸

入骨髓的“绿色意识”，让乡愁的画卷

不断绵延。3

绿色是乡愁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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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勰）11月 19日，
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整改暨
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推进会精神，总结我省专
项斗争阶段性成果，对做好中央督
导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和深入推进专
项斗争进行动员部署。省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喻红秋出席会议并

讲话。
喻红秋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

级各有关部门精心组织，攻坚克难，
以昂扬的斗志展开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取得良好开局。要充分认识督导
整改是政治任务，把握原则要求，严
格落实责任，以从严从实的标准推进
督导整改，以踏石留印的劲头抓好督
导整改，以问题彻底解决的成效检验
督导整改，严肃认真地把督导整改工
作一抓到底，（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11月19日至
20日，省委书记、省第一总河长王国生
到信阳市罗山县、息县、淮滨县淮河段
巡视，调研淮河采砂整治和生态修复
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增强政治敏锐性，强化责任担
当，把抓好河道采砂治理作为树牢“四
个意识”、落实“两个维护”的具体行
动，坚决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王国生深入淮河沿岸，先后到罗
山县省道 219 线淮河大桥、尤店乡王
湾村采砂整治点、浉河入淮口，息县八
里岔乡淮河支流竹竿河莲花村河段、
景美店村可采区河段，实地察看采砂整
治、生态修复工作。在淮滨县，王国生

察看淮河淮滨港，了解推进淮河生态
经济带建设、加强内河航道建设和航
运发展情况。

调研期间，王国生与信阳市和固始
县、浉河区、平桥区、罗山县、潢川县、息
县、淮滨县、正阳县、桐柏县等沿淮市县
党委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进行深
入座谈，以民主生活会的形式，回顾淮
河河道采砂整治工作情况，对照中共中
央办公厅《关于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在
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上严
重违反政治纪律以及开展违建别墅专
项整治情况的通报》，检查思想、作风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进一步加强采砂
治理和生态修复管用有效的办法措施。

王国生指出，经过前段时间的专
项治理，淮河干流采砂整治工作取得

了一定成效，但不能盲目乐观，更不能
有丝毫懈怠，要时刻保持高度警醒，坚
持问题导向，认真查找思想根源，转变
思维方式，增强内生动力，以坚定的态
度、过硬的作风，坚决打赢治理河道采
砂这场硬仗。

王国生强调，要增强政治敏锐性，
深刻认识加强采砂管理、促进河道生
态修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重
要的政治任务，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上要旗帜鲜明、态
度坚决，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把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到实处。
要增强工作自觉性，下大力气解决当前
突出问题，抓住关键点，管到要害处，深
入打击、坚决遏制非法采砂行为，打掉
保护伞、斩断利益链。要树立全省一盘

棋思想，举一反三，排查隐患，堵塞漏
洞，树立底线思维，严格实行党政同责，
做到履职尽责，严肃追责问责，真正让
河长制实起来、动起来、严起来。要加
快构建长效机制，坚持规划先行，创新
运营管理机制，以整治为契机，处理好
当前与长远、治标与治本等关系，探索
走出一条新形势下依法、规范、科学、有
序的采砂管理新路子。要认真贯彻落
实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和实施国土
绿化提速行动建设森林河南动员大会
精神，加快推进沿河生态廊道建设，加
强河道生态修复，实现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推动高质量发展。

王国生还考察了淮滨县纺织产业
园。穆为民、乔新江、武国定参加调
研。③6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11月 20日同巴勒斯坦国总统
阿巴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30 周
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巴友谊源
远流长。中国是最早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正义事业、最早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同巴勒斯坦国建
交的国家之一。建交 30年来，两国在诸

多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
努力，继续推动中巴友好合作，更好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中国始终支持巴勒斯
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
坚定支持建立以 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
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
立的巴勒斯坦国。中方将推动巴以和
谈，继续为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

公正解决发挥积极作用。
阿巴斯在贺电中说，我为两国和两

国人民间的传统友好关系深感自豪，对
中国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及其事业上
发 挥 的 突 出 和 重 要 作 用 表 示 高 度 赞
赏。巴勒斯坦人民愿继续发扬同中方
的传统友谊。我将一如既往地重视和
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以造福两国人民，
实现共同愿景。

庆祝中巴建交30周年

习近平同巴勒斯坦总统互致贺电

习近平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会谈

中菲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王国生在信阳市调研淮河采砂整治和生态修复时指出

扛稳政治责任 增强行动自觉
坚决打赢治理河道采砂这场硬仗

中欧班列（郑州）首运国际邮件

习近平出席习近平出席APEC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并并对巴新对巴新、、文莱文莱、、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马尼拉 11月 20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20日在马尼拉同菲律
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会谈。两国元
首共同规划双边关系未来发展，达成
重要共识，一致决定在相互尊重、坦
诚相待、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基础上
建立中菲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如约来到菲
律宾访问，菲律宾人民的热情欢迎、

特别是孩子们欢快的笑容令人感
动。中菲两国是交往千年的近邻，睦
邻友好、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选
择。两年来，我和总统先生 6 次会
晤，就中菲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
入交流，巩固了共识，增进了友谊。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各领域合作
成果丰硕，中菲关系翻开新篇章，给
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下转第四版）

为世界经济拓展新的增长空间
——论习近平主席亚太工商

峰会主旨演讲
04│时事

喻红秋在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
整改暨推进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从严从实做好督导整改工作
推进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张玉滚，男，汉族，河南南阳人，1980年
12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镇平县高丘镇黑虎
庙小学校长。2001年 9月他从南阳第二师范
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高丘镇黑虎庙小学任
教，从代课老师干起，一直到 2012年转为正
式在编的人民教师，17年来在平凡的岗位上
默默耕耘，甘守清贫，无私奉献。张玉滚同志
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中小学优秀
德育课教师”“全国师德标兵”“全国岗位学雷
锋标兵”等称号和“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2018年9月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

张玉滚同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人民教
师，扎根偏僻山村，矢志不渝奋斗在基层教育
一线，用坚守和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
出彩的人生，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
路人，是新时代“四有”教师的模范，是共产党
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标杆，是出彩河南
人的优秀代表。为深入学习张玉滚同志先进
事迹，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在各自岗位上
苦干实干、发光发热，争做出彩河南人，省委
决定，在全省党员干部中开展向张玉滚同志
学习活动。

学习他对党忠诚、无怨无悔的坚定理想
信念。张玉滚同志2001年师范毕业后，放弃
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镇平县高丘镇
黑虎庙小学，从一名每月拿 30元钱补助、年
底再分 100斤粮食的民办教师干起，一干就
是17年。学校的教师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却
默默耕耘，始终坚守。“我是山里人，知道山里
的苦，但不能让孩子们一直苦下去，我要像一
颗螺丝钉，钉在这里。”他只为干好一件事，就
是让山区孩子刨除穷根、改变命运，托起大山
的希望。学习张玉滚同志，就要像他那样，理
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可靠，把个人理想融入
伟大梦想，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于到基层
一线和艰苦地方去，用行动践行对党忠诚的
誓言。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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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 王延辉）枢
纽郑州，天下通邮。11 月 20 日上午
10时 15 分，一列搭载着 9800 多件邮
件的国际运邮班列从郑州铁路集装箱
中心站缓缓驶出，开往万里之遥的波
兰马拉舍维奇。抵达之后，再将邮件
分拨至波兰、荷兰、捷克、英国、法国、
意大利 6个国家的寄递目的地。这标
志着我省国际邮件陆路运输通道正式
打通，中部省份国际邮件直达欧洲变
为现实。

在当天的开行仪式上，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河南省分公司总经理温
少祺表示，中欧班列（郑州）运邮常
态化后，可发挥郑州区位和交通优

势，将全国出口欧洲、中亚等方向的
国际邮件在郑州集疏，同时将德国、

法国、波兰等国家的进境邮件经郑
州分拨全国。届时将稳定形成华中
与欧亚地区铁路运输通道，往返年
运邮量可达 2.5 万吨，大大增强郑州
邮政口岸作为全国国际邮件重要集
疏口岸的能力。

“中欧班列(郑州)运邮的开行，有
利于河南提升开放通道和开放平台优
势，推动郑州邮政口岸成为全国航空、
铁路邮政国际物流‘双核枢纽’。”省
政府口岸办主任郑金广说。

据介绍，郑州是继重庆、东莞、义
乌之后中欧班列的全国第四个、中部
第一个运邮试点城市。

中欧班列运邮具有覆盖范围广、

运行数量多、开行时间固定、禁限寄种
类少和不受天气限制等特点，兼具时
效性与安全性优势，时间将比海运节
约 20天，成本仅为空运的五分之一，
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客户需求。

“中欧班列开通运邮最大的特
点是质优价廉，又有充足运能保障，
尤其能有效解决计算机、通信和消
费类电子产品航空运输难等问题。”
省邮政国际业务分公司副总经理齐
杨爽介绍，年内将设立铁路邮件处
理中心，为我省及周边省份跨境电
商等用户提供品质更好、价格更优、
时效更稳、渠道更广的国际邮政寄
递服务。③8

11月 20日，市民在郑东新区郑州市森林公园凤山园区游玩。该公园总面积为3434.4亩，包括凤山景观工程、北龙湖湿
地公园、西运河体育公园，是郑州市近年来建设面积最大、生态环保科技含量最高的一座公园。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生态公园惠民生

中欧班列运邮具有覆盖
范围广、运行数量多、开
行时间固定、禁限寄种类
少和不受天气限制等特
点，比海运节约20天，成
本仅为空运的五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