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又是一年春光好，四海宾朋聚中原。第十三届中国

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郑州隆重举行，来自全球 8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7 万名客商、中外政要、世界 500 强企

业高管以及国内 15 个省区市商务代表团等聚会如意湖

畔，共商开放合作，共谋经贸发展。

作为一项国家级、国际性经贸展会和我省对外开放

的重要平台，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迎来了第十

三届。从首次搭载双主宾国活动到展区面积实现一倍扩

容，从项目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现代物流、金融、环保等

行业到 3000 个重大招商项目中超 10 亿元的占到 1/3……

本届投洽会围绕“开放合作、中原出彩”主题，突出国际

化、高端化、精准化，以专题推介、产业对接、项目洽谈、展

览展示为主要内容，坚持内外联动、双向开放、投资贸易

并重，必将为广大国内外客商深入对接、互利共赢创造更

多商机，为我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增添动力活力，

以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动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

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

法宝。从洛阳定鼎门下回荡千年的悠悠驼铃之声，到

“万国咸通、八方争凑”的东京梦华，再到如今“买全球、

卖全球”的雄心壮志，开放总能为中原大地注入生机与

活力。当前，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

“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河南也面临着稳增长、调结

构、促升级等诸多任务，只有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在

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

才能获得更多的资金、技术、资源、市场、人才乃至机遇，

才能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

空间。

越开放，就越会形成发展的强磁场；越发展，越需要

开放的加速度。多年来，河南坚定不移实施开放带动战

略，从内陆腹地迈向开放前沿，走出了一条内陆地区开放

型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如今，开放更沉淀为新时代河南

人鲜明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成为新时代河南最亮的

底色。2018 年，全省进出口总值突破 5500 亿元，总额稳

居中部第一；河南自贸试验区自挂牌以来，新设企业累计

超过 5 万家；与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在

豫投资的世界 500 强企业达 129 家……特别是河南深度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着力拓展开放通道，打造开放平

台，优化开放环境，（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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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开幕

第37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

4月 10日至16日举行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屈芳 刘
勰）4月 8日上午，由河南省人民政府、
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
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主办，以“开
放合作、中原出彩”为主题的第十三届
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郑州
国际会展中心轩辕堂隆重开幕。

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陈润儿，省政
协主席刘伟，省委副书记喻红秋，商务部
党组成员、部长助理李成钢，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卢鹏起，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户思社，中央环保
督察组第四组组长、国家民航局原局长
李家祥等领导和嘉宾出席开幕式。

上午10时许，王国生郑重宣布：第
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开幕。陈润儿、李成钢、卢鹏起、户思
社先后致辞。

陈润儿在致辞中说，近年来，河南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时的重要讲话，统
筹推进“四个着力”，持续打好“四张牌”，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稳、进、好”态
势。2018年，全省生产总值达到4.8万亿
元、比上年增长7.6%，稳居全国第五位；
进出口总值5513亿元，居中部地区首位，
已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
系，吸引了129家世界500强企业在豫投
资兴业。特别是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着力拓展开放通道，打造开放平台，
优化开放环境，形成了“四路”协同并进、

“五区”联动发展的开放新格局，河南开
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开放的步伐越走越
快、开放的环境越来越好，中原大地已经
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实现梦想的乐园。

陈润儿说，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已成功举办12届，其辐射面、知
名度、影响力不断扩大。本届投洽会以

“开放合作、中原出彩”为主题，更加彰显

国际化、高端化和精准化，必将为广大国
内外客商深入对接、互利共赢创造更多
商机。河南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实施开
放带动战略，着力营造便利高效的政务
环境、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公正透明的
法治环境、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与各界
朋友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创未来。

李成钢在致辞中代表商务部对投
洽会的开幕表示祝贺。他说，中国河
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已经成为中部
地区主题鲜明、特色突出的重要贸易
投资促进平台，对河南构建外向型经
济、促进双向投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河南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
发祥地，区位优势明显、市场前景广
阔、发展潜力巨大，商务部将一如既往
支持投洽会举办和发展，全力为河南
加速开放、全面发展提供支持与服务。

卢鹏起在致辞中说，本届投洽会

为中外经贸交流与合作提供了难得机
会，对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扩大对外
开放合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希望大家充分利用此次洽
谈会，广泛交流、深入对接、强化合作，
取得丰硕务实成果。中国贸促会将与
各有关方面一道，促进投资贸易务实
合作，为河南对外开放、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新助力，作出新贡献。

户思社在致辞中说，投洽会为推
进中部崛起、扩大河南对外开放和提
升经济发展优势，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河南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布局
更加完善，发展潜力巨大，合作商机无
限，我们愿与有关方面和社会各界一
道，共同为推进河南与海内外全方位
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希望大家利用本
次投洽会平台，（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刘洋）4月 8日，省委书记王国生在郑州会见来豫访
问的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第一副总理博隆诺夫·库巴特别克·埃厄尔奇耶维奇
一行，双方就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交流合作交换了意见。③8

本报讯（记者 屈芳）4月 8日，由
河南省人民政府和中国银行共同主
办的 2019工商企业跨境投资与贸易
项目对接会在郑州举行，来自 45个
国家和地区的 200家海外企业、700
家国内企业齐聚中原，共话发展。

省长陈润儿、中国银行行长刘连
舸分别致辞，并共同见证现场签约。

陈润儿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河
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新进步新成
就。他说，随着“三区一群”等一批国
家战略规划和战略平台的建设推进，
河南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地位持续
提升，战略叠加效应日益凸显，正在
成为中国内陆对外开放的高地。河
南省与中国银行迄今已连续第三年
联合举办工商企业跨境投资与贸易
对接会，为境外企业“走进河南”打开
了一扇窗，也为河南企业“走出国门”

架起了一座桥，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外
企业精准对接、互利合作、再结硕果。

陈润儿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宣示了中
国将坚定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把对
外开放向更高标准、更深层次、更宽领
域推进的决心。河南将以此为指引和
遵循，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海
内外客商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创造
财富的沃土、安心创业的家园。热忱
欢迎海内外有识之士抢抓开放河南发
展机遇，投身出彩中原建设大潮。

刘连舸说，中国正在加快推动新
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河南是“一带
一路”的重要节点。近年来，河南省
委、省政府坚持放眼全球，深度融入
共建“一带一路”，以丰富的自然资
源、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发展
环境，（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4月 8日下
午，作为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的专题活动，2019亚洲经
济发展峰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省政协主席刘伟出席并致辞。

受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陈润儿
委托，刘伟代表河南省委、省政府，对
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向关
心支持河南发展的各国朋友表示衷心
感谢，对亚洲经济发展峰会的召开表
示祝贺。他说，河南是中华民族和华
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国的
人口大省和重要的经济大省。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河南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绩，

中原更加出彩不断迈出新步伐。河南
高度重视与亚洲各国的经贸联系，努
力改革创新，以更大力度打造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希望大家
为河南开放发展多提宝贵意见，为共
创亚洲美好未来贡献智慧力量，共同
谱写合作发展新篇章。

峰会由河南省人民政府、中国亚
洲经济发展协会主办，主题为“抓住中
原地区发展新机遇，构建开放型亚太经
济”。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执行会长
权顺基致开幕词，常务副会长刘红路主
持峰会。韩国前国务总理李寿成、柬埔
寨驻华大使凯·西索达、法国驻华大使
馆总领事李纪飞、（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4月 7日，省政协主席刘伟在郑州分别会见来豫参
加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奥地利前总理克里斯蒂安·克恩
一行、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主席赖学明一行，与各国嘉宾
就加强经贸合作、促进互利共赢进行深入交流。③5

本报讯（记者 冯芸）4 月 8 日，
2019“一带一路”她消费·她经济·她
出彩合作论坛暨项目对接洽谈活动举
行，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名嘉宾
相聚郑州，共话女性消费、共议女性经
济、共创女性出彩。省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喻红秋出席论坛并致辞。

佛得角共和国驻华大使塔尼亚·
罗穆阿尔多、苏里南共和国驻华大使
陈家慧、斐济共和国驻华大使夫人莉

迪亚·坦吉萨金鲍等出席论坛。
喻红秋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嘉宾

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河南省
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她说，近年
来，河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对外开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积
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走出了一条
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在服务全国对外开放大局中展现了
应有的担当和作为。（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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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会见来豫参加投洽会的嘉宾 2019亚洲经济发展峰会举行
刘伟出席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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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
王国生宣布开幕 陈润儿致辞

2019工商企业跨境投资与
贸易项目对接会举行
陈润儿刘连舸致辞

王国生会见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
第一副总理博隆诺夫一行

2019“一带一路”她消费·她
经济·她出彩合作论坛举行
喻红秋致辞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专家学
者编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日前已由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丛书分十二个专题阐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大意义、主要观点、精神实质，阐明
这一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
中国的原创性贡献，分析这一思想
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呈现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
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及其伟大

意义。
该丛书注重在理论的深化和转化

上下功夫，力求把政治话语转化为学
术话语，对于引导党员干部群众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
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
同、情感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8日上午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
强调，要发扬中华民族爱树植树护树
好传统，全国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
共同参与，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
行动，推动国土绿化不断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效。

春染大地，生机勃发。上午 10时
30分许，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栗战
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
山等集体乘车，来到北京市通州区永
顺镇，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
活动。

植树点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
城市森林公园内，面积约 500 亩。这
一地块原来建有化工厂等设施，拆迁
腾退后用于绿化建设，未来将成为群
众放松休闲的活动场所。

一下车，习近平就扛起铁锹，走向
植树地点。正在这里植树的干部群众
看到总书记来了，纷纷向总书记问
好。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随后同
北京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同志
以及首都干部群众、少先队员一起挥
锹铲土、围堰浇水，忙碌起来。

油松、国槐、侧柏、玉兰、红瑞木、碧
桃……习近平接连种下 7棵树苗。他
一边劳动，一边向身边的少先队员询问
学习生活和体育锻炼情况，叮嘱他们从
小养成爱护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用
自己的双手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祝
他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

植树现场一片热火朝天景象。参加
劳动的领导同志同大家一起扶苗培土、
拎桶浇水，不时同身边的干部群众交流
加强生态保护、坚持绿色发展的看法。

植树间隙，习近平同在场的干部

群众亲切交谈。他指出，今年是新中
国植树节设立40周年。40年来，我国
森林面积、森林蓄积分别增长一倍左
右，人工林面积居全球第一，我国对全
球植被增量的贡献比例居世界首位。
同时，我国生态欠账依然很大，缺林少
绿、生态脆弱仍是一个需要下大气力
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自古就有
爱树、植树、护树的好传统。众人拾柴
火焰高，众人植树树成林。要全国动
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共同参与，各级领
导干部要率先垂范，持之以恒开展义务
植树。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推动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因地制宜深

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持续推进
森林城市、森林乡村建设，着力改善人
居环境，做到四季常绿、季季有花，发展
绿色经济，加强森林管护，推动国土绿
化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等参加植
树活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丛书”出版发行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全国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共同参与

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4月 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来到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参加首都
义务植树活动。这是习近平同大家一起植树。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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