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华君 王小萍 孙静

初冬时节的三门峡，群贤毕至，少
长咸集。

第十二届中国摄影艺术节暨第二
届三门峡白天鹅·野生动物国际摄影
大展拉开帷幕，各地游客、摄影爱好者
聚会崤函，观影展、看天鹅、游地坑院、
泡温泉，带来无限活力。

昔日以黄金、铝业、煤炭等重工业
闻名的三门峡，展现出了以生态发展
引领产业转型的灵动一面。

“以前介绍三门峡常提‘黄白黑’
三大传统资源型产业，现在我们的城
市定位是‘黄白黑红绿’‘五彩’三门
峡。这个转变，体现的正是三门峡转

型创新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三门峡市
委书记刘南昌说。

何谓“五彩”？
这是每一个三门峡人都能念叨出

的发展“图谱”：黄，黄金全产业链；白，
铝产业链；黑，煤及煤化工产业；红，以
苹果、大枣为代表的特色农业和文化
产业；绿，智能制造、高新技术、旅游、
大健康等绿色产业。

“坚持‘黄白黑’既有优势，大力拓
展铜箔、铝精深加工等新兴产业；紧盯
高质量发展要求，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做强做优特色农业；积极培
育‘双高’企业，推动传统企业智能转
型，开展生态修复、叫响‘白天鹅’旅游
品牌，激活绿色禀赋，正是三门峡市在
转型创新发展中探索出的特色路径。”
刘南昌说。

从单一的资源型传统工业城市，
到新兴产业、现代特色农业、旅游业多
腿走路的“五彩”共振，三门峡市以发
展方式的转变，积极布局新的经济增
长点，逐步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

新兴产业初露锋芒
为高质量发展聚动能

“发展新兴产业不能盲目‘摊大
饼’，从外引进新项目的同时，更要依
托传统优势产业拓展新兴产业，这样
才能缩短培育期，尽快释放新动能。”
三门峡市市长安伟说。

在灵宝市，当你看到一栋红黄相
间、形似“电路板”的大楼时，就到了华
鑫铜箔有限责任公司。在这里，黄金的
伴生金属铜，被制作成6微米的电池铜
箔，厚度仅有头发丝的四分之一，是新
能源锂电池必不可少的组成部件。

“因为掌握了核心技术，我们的产
品一直供不应求，服务的都是 LG 化
学、日本松下、三星电子、CATL 宁德
时代新能源等高端锂电企业。”该公司
副总经理李纪昌说。

以往不起眼的伴生金属铜，通过
技术注入，已悄然成长为三门峡市的

新支柱产业。目前，位于灵宝市的华
鑫、金源朝辉、宝鑫 3家铜箔生产企业
的年综合产能已逾全国的 10%，市场
占有率更高达 40%，被誉为全省新材
料领域的“隐形冠军”。

同样依托铝这一传统工业，三门峡
市布局的新“白”产业展现出更大后劲。

一期总投资70亿元、年产30万吨
的同人铝业，重点从事航空及汽车铝
合金板的深加工，“高、精、尖中厚铝板
是目前国内航空航天重点领域的急需
产品，汽车板材市场的潜力也很大。
公司一期投产后，将拉动三门峡的传
统铝业脱胎换骨，迈向高端。”该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

出于对新能源产业广阔前景的敏
锐把握，以“黑”知名的义马市大力引
进锂电池等新能源项目，“无中生有”
做起大文章。

以义腾新能源公司为例，2010年
建厂至今，不到 10年，已研发出 50多
种锂电池隔膜新产品，每年可生产5亿
平方米隔膜，（下转第三版）

新华社北京 12月 1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
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本报讯（记者 冯芸）12月 19日，
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喻红秋在省
信访局调研时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信访工作的重要论述，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信访工作重心
下移、关口前移，努力把矛盾化解在
小、化解在早、化解在基层，更好地为
全省各项事业发展凝聚民心。

在书记省长电子信箱办理办公

室、河南省信访矛盾化解攻坚战领
导小组办公室、人民群众来信集中
办理办公室、短信投诉受理办公室
等处，喻红秋详细了解工作流程、群
众反映问题办理、群众满意度等情
况。喻红秋指出，信访是党和群众
的“连心桥”，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
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好信访工
作，(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12月19日，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刘伟主持召开
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交流心得体会，提
出落实措施。省政协副主席钱国玉、
李英杰、龚立群、高体健、周春艳、谢玉
安、张震宇和秘书长王树山参加会议
并作发言。

大家在发言中一致认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改革开
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
大推动作用，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 40
年伟大实践取得的宝贵经验，庄重宣示

了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
心，对新时代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提出
明确要求，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作出
再动员、发出新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是认识、学习、实践、推进改
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的纲领性文献，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理论意义、时代意义、实践意义。

会议强调，要按照省委书记王国生
在收听收看庆祝大会后提出的要求，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精神
实质和丰富内涵，(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著名作家二月河
遗体送别仪式在南阳举行

本报讯（记者 刘勰）12月 18日，省委
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通知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走过的波澜壮阔历程，
系统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
和宝贵经验，郑重宣示了改革开放只有进行
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的信心
和决心，明确提出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
革、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把新时代改革开放
继续推向前进的目标要求。讲话高屋建瓴，
视野宏大，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深刻回答了
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激
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谱写
改革开放新的历史篇章，奋力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
纲领性文献。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充分认识讲话
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深刻领会讲话的精
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
举措，不断把我省改革开放推向深入。

通知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与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结合起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
史使命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迅速兴起学
习宣传热潮。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要把讲话精神作为近期学习的重要内
容，结合实际制定学习计划，精心组织专题
学习研讨，全面学、贯通学、深入学，真正做
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党校、干部学院、
行政学院要把学习讲话精神纳入培训教学
的重要内容，推动讲话精神进教材、进课
堂、进头脑。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
体和社科理论部门要按照职能职责，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深入组织学习宣传贯彻和
阐释解读讲话精神。各级各类新闻媒体要
开辟专题专栏，刊发评论言论，大力营造学
习贯彻讲话精神的浓厚氛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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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蹲点

“五彩”蝶变看崤函
——来自三门峡转型创新发展的调查报告（中）

刘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凝聚共识贡献力量

喻红秋在省信访局调研时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小在早在基层

领航！向着高质量发展坚定前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经济发展述评

05│时事

稳健的成绩单——

●来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思想的科学指引

●来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战略谋划

●来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协

调、整体推进

不惧风雨 运筹帷幄高瞻远瞩 领航掌舵 保持定力 行稳致远

面对变化和挑战——

●要更加善于拨云破雾，看清方向，把住大局

●要更加坚定沉着，迎难而上，扎实工作

●要更加清醒警觉，有效防范，化解风险

●要更加真抓实干，稳定预期，坚定信心

●要更加敞开胸襟，开放融通，共同前进

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新型国家建设势头强劲

●实施重大发展战略更见实效

●民生保障更具力度

伟大的觉醒 伟大的革命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02│要闻

我省持续打造信息通信枢纽 03│要闻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12 月 19 日上午，著名作家二月河
（本名凌解放）的遗体送别仪式在南
阳市殡仪馆举行。来自社会各界的
3000 多名干部群众，自发前来为他
送行。

12月 15日凌晨，二月河因病医
治无效逝世，享年 73岁。消息传来，
人们无不扼腕叹息，社会各界通过各
种方式寄托哀思。

二月河逝世后，黄坤明、朱镕基、
李岚清、吴官正、刘云山、张春贤、吉
炳轩、刘奇葆、肖捷、刘延东、陈至立、
孙家正、常万全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
老同志以各种形式，对其表示沉痛哀

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

凝，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教
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中国社会
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省委书
记王国生、省长陈润儿、省政协主席
刘伟等省领导，部分离退休老同志，著
名作家、教授、学者莫言、周大新、柳建
伟、李佩甫等，南阳市主要领导，二月
河生前亲朋、战友、同事等，也通过各
种形式表达沉痛哀悼之情。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
央宣传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教育
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下转第四版）

第24543号
今日20版

HENAN DAILY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 41—0001 邮发代号：35—1

2018年 12月 日
星期四 戊戌年十一月十四

20

□本报记者 栾姗

一家企业，深刻见证一个时代的
芳华。

一座楼宇, 高度浓缩一个区域的
发展。

如同施展了法术一般：1983 年，
“兵改工”的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以
下简称“中建七局”）从中标河南省首
例招投标项目——河南财经学院开
始，一步步走出中小城市，将建筑承包
的足印坚定地迈向了省会和大中城市
直至“一带一路”，实现了从“盖房子”
到“建造城市”再到“城市合伙人”的华
丽转身，绽放夺目光彩。

如同舒展了筋骨一般：2012 年，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郑州
经开区”）与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建筑集团”）共同出资
成立中建（郑州）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携手启动10.47平方公里的滨河国
际新城项目，演绎了从“一纸蓝图”到

“城市样板”再到“国际中心”的精彩蝶
变，实现自身价值。

什么造就了中建七局？什么造就
了滨河国际中心？

是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是改
革开放释放的强大活力，赋予了“共
和国长子”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的
拼搏勇气，谱写了驻豫中央企业扎
根中原、深耕中原、助力中原的出彩
华章。

追忆历史的激荡与争锋——
一家企业的三次迁址，“兵

改工”35年梦幻般的崛起

再过几天，中建七局的机关总部
大楼就要经历在河南的第三次“搬
家”，从 1971 年初到河南选址南阳市
中州路 10 号，到 1997 年搬迁至郑州
市城东路 108号，再到 2018年挺进河
南自贸试验区核心承载地——郑州经
开区滨河国际中心。

机关总部大楼的三次迁址，是中
建七局“兵改工”的成功缩影。

1983年秋，已扩编到50万名指战
员的基建工程兵由军转企。同年 9月

23日，二十一支队的两万余名官兵，摘
下领章帽徽，改编为中建七局。这支

“英雄的部队钢铁的兵、穿云的海燕破
雾的鹰”，糅合军魂的果敢坚决与“大
国工匠”的专注纯粹，助力河南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将自己对城市敬意
的倾诉融入每一座建筑中，一榫一卯、
一砖一瓦、不忘初心。

中央企业历来被称作“共和国长
子”。在家庭的概念里，长子总是意
味着承担责任，意味着更多的付出，
意味着重任在肩而必须默默扛起。

“十二五”以来，中国建筑集团响应国
家号召，承担社会责任，在河南落地投
资项目 1100亿元，完成投资额 670亿
元，双方于 2010 年和 2013 年分别签

订的 500亿元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
容，并得到基本落实。而中国建筑集
团下属的中建七局在服务河南城市基
础设施投资建设中正扮演着长子般的
角色。

合作源于信任，友谊源于真诚。
根据中国建筑集团“十三五”发展

战略规划以及PPP等项目投资合作的
新形势，围绕河南省新的发展战略目
标，双方将继续加强“十三五”期间的
战略合作，推动共同发展。

河南省政府将中国建筑集团作为
长期、稳定、优先的战略合作伙伴，在法
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为中国建
筑集团在河南省的投资项目进行协调，
为中国建筑集团提供优越的条件、高效

的服务和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项目，为
双方合作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中国建筑集团将河南省作为重要
的战略目标市场和重点投资区域，充
分发挥自身在规划设计、投资开发、基
础设施建设、房屋建筑工程“四位一
体”全产业链综合实力和竞争优势，全
方位积极参与河南省经济发展和社会
建设，在集团资源配置上予以重点支
持和政策倾斜。

2016 年 12 月 20 日，在郑州举办
的 2016 年中央企业河南行活动战略
合作签约仪式上，中国建筑集团与河
南省政府再次签订 1000亿元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下转第八版）

不 忘 初 心 助 力 中 原
——写在中建七局总部迁入滨河国际中心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