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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长岭 本报通讯员 郭安强

“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司马迁
感叹，水之利害，自古而然。兴水利、
除水害，是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的大事。中原大地，长江、黄
河、海河、淮河并流，治水兴水任务异
常繁重。一部河南发展史，就是一部

河南治水史，大禹治水、贾鲁修河、杨
贵凿渠的动人故事，在神州大地流传。

修建水利工程，兴建大中型水库，
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省委

“四水同治”（高效利用水资源、系统修
复水生态、综合治理水环境、科学防治
水灾害）的重要措施。为了水利工程建
设，大中型水库库区及周边的群众不得

不搬离故土，成为水利移民，他们为国
家、舍小家，付出了巨大牺牲。小康不
小康，关键看老乡。而移民是农民中更
为特殊的群体，移民生活好不好，影响
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

移民后续发展，是一道世界性难
题。河南省是移民大省，目前有移民
204 万人，其中纳入国家后期扶持的
移民有 168 万人，小水库移民 36 万
人，人数超过 300人的移民村有 1358
个，河南的移民发展任务尤其繁重而
艰巨。（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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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一带一
路”新闻合作联盟首届理事会议4月 23
日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
议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
中国，机遇和成果属于世界。参与各方
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

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努力把“一带一路”
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
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习近平强调，我们高兴地看到，“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在共建“一带一
路”伙伴网络过程中，媒体发挥了积极的
建设性作用。“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

为各国媒体提供了便利的交流合作平
台。希望各理事单位发扬丝路精神，加
强沟通合作，在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方面
多做工作，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为共建

“一带一路”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让共建
“一带一路”更好更多惠及沿线国家民众。

“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首届理事会议在北京开幕

习近平致贺信

据新华社青岛 4月 23日电 在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70华诞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23日出席在青岛举行的庆祝人
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

琴岛春意浓，黄海春潮涌。青岛奥
帆中心码头，担负检阅任务的西宁舰按
照海军最高礼仪悬挂代满旗，五星红
旗、八一军旗迎风飘扬。来自 61个国
家的海军代表团团长齐聚检阅舰，共同
等待喜庆时刻的到来。

12时 40分许，习近平来到青岛奥
帆中心码头。在雄壮的乐曲声中，习近
平检阅海军仪仗队，随后登上检阅舰。

13时许，检阅舰鸣笛启航，驶向阅
兵海域。

此刻，人民海军32艘战舰威武列阵，
战机振翅欲飞，远涉重洋前来参加庆典
活动的13国海军18艘舰艇整齐编队。

14时 30分许，检阅舰到达预定海
域。海军司令员沈金龙报告受阅部队准
备完毕，习近平下达检阅开始的命令。
激昂的《分列式进行曲》在大海上响起。

受阅舰艇分成潜艇群、驱逐舰群、
护卫舰群、登陆舰群、辅助舰群、航母群
破浪驶来。受阅飞机呼啸临空。

大海滔滔，铁流滚滚。自1949年 4
月 23日从江苏泰州白马庙启航，人民
海军在党的指引下，一路劈波斩浪，逐
步发展成为一支能够有效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海上武装力量。

受阅舰艇通过检阅舰时，一声长哨，
官兵整齐站坡，向习主席致敬。“同志们
好！”“主席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
民服务！”军乐作伴，涛声作和，习近平的
亲切问候同官兵的铿锵回答相互激荡，
统帅和官兵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新时代，新航程。习近平对人民海
军建设高度重视，先后多次视察海军部
队，发出“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海军”的号召。人民海军正以崭
新姿态阔步向前、逐梦海天。

15时许，检阅舰调整航向，向参加
庆典活动的来访舰艇编队驶去。

国际舰队检阅，是海军这一国际性

军种特有的海上礼仪活动，是世界各国
海军友好交流的一种独特方式。

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度、日本、菲
律宾、孟加拉国、文莱、韩国、新加坡、澳
大利亚、马来西亚、缅甸等国的舰艇悬挂
代满旗，按照作战舰艇、辅助舰船的顺
序，以吨位大小排列，依次通过检阅舰。

习近平向各国官兵挥手致意。各
国海军代表团团长在检阅舰后甲板就
座观礼。

15时 30分许，在《友谊地久天长》
的乐曲声中，庆祝人民海军成立 70周
年海上阅兵圆满结束。

新华社青岛 4月 23 日电 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3日上午在青
岛集体会见了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

表团团长，代表中国政府和军队向出席
活动的各国海军官兵表示热烈欢迎。

习近平说，海洋对于人类社会生存
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孕育了生
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我们人
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
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
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海洋
的和平安宁关乎世界各国安危和利益，
需要共同维护，倍加珍惜。中国人民热
爱和平、渴望和平，坚定不移走和平发
展道路。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
策，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的新安全观。中国军队始终高举合作
共赢旗帜，致力于营造平等互信、公平
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海军作为
国家海上力量主体，（下转第二版）

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举行
习近平检阅部队，同日集体会见出席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

□本报记者 马国华 胡舒彤

人间四月，春树渐盛，伊川的田野
处处洋溢着生机和活力，闪现着伊川
农商银行建设美丽乡村、助力乡村振
兴的“身影”。

“作为农村金融工作者，我们要牢
记总书记的嘱托，以昂扬的斗志、扎实
的举措、创新的作为，践行服务‘三农’
使命，鼎力支持乡村振兴，奋力谱写新
时代乡村振兴的新篇章。”省农信联社
党委书记王勇说。

历经多年耕耘，伊川农商银行已成
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全省首
家改制挂牌的农商银行，正在以服务

“三农”为己任，大笔描绘农业更强、农
民更富、农村更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沉下身子，扶贫扶到心坎上

“去年眼看就要过年了，我们一位贷
款的贫困户还有几头猪没有卖出去。包
村的客户经理知道后，迅速发动亲朋好
友众筹，买了一头。”农商行的一位员工

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真心扶贫”的故事。
4月 19日，我们循着故事，来到了

位于伊川县白沙镇小王村的李书森
家。李书森曾是村里的能人，前些年在
工地打工出事故，家庭随之陷入贫困。

见到客户经理来了，李书森赶忙让
媳妇打开新建的猪舍大门，喜滋滋地报
成绩：拿到农商行的5万元扶贫贷款后，
不仅扩建了猪舍，还养了13头母猪。

“这些小猪仔就是希望。”他指着
活蹦乱跳的两窝猪仔高兴地说，是农
商行的援手，让我家再次有了盼头。
再努力一把，脱贫不是问题。

脱贫攻坚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优先任务。伊川农商银行全员实行

“包村包片，责任到人”，对贫困户进行
跟踪服务。

扶贫重在精准。他们探索信贷创

新，为贫困户量身订制专属信贷产品，先
后推出了“脱贫助力贷”“巾帼情”“阳光
雨露”等不同类别的专项扶贫贷款产品。

“阳光雨露”实行扶贫贷款优惠利
率，贷款期限根据经营周期灵活约定，
信贷资金一般三天内可“送”到贫困户
手中，个人贷款最高额度可达10万元。

2018年，该行累计发放各类金融
扶贫贷款 1748 笔，金额 15.4 亿元，在
县域金融机构排名中，扶贫贷款发放
笔数、金额均排名第一，帮助全县55个
贫困村退出贫困序列。

不忘初心，银行开到村头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乡镇农村几乎
成了“金融真空地带”。在一些偏远的
地方，村民存取款，来回需要一整天。

百姓的痛点，就是农村金融的着

力点。伊川农商银行始终不忘“扎根
三农”这个初心，努力让现代金融服务
入村到户。

而今，每到支农惠农补贴、养老金
发放时，鸦岭乡康庄村广场边上的小
超市门前都人头攒动。

取钱不去银行，去超市，“反常”的
秘密就藏在超市里的“金融窗口”。伊
川农商银行创造性地将金融服务“嫁
接”到村里的超市等便捷场所，设立可
提供支农惠农补贴支取、转账、余额查
询、口头挂失、存折补登等服务的普惠
金融便利店。

农商银行可谓下足了本。这些提供
便民服务的场所每月可领600元补贴，
每办理一笔业务可额外获得0.3元收入。

“为了群众便利，多少投入都值得。”
伊川农商银行常川支行行长袁俊生说。

从2014年首批 8家普惠金融便利
店开门营业，到现在伊川农商银行成
功运营普惠金融便利店170家，辐射面
达到全县行政村的 96%，基本覆盖伊
川“二山一川七分岭”，普惠金融便利
店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银行”。

解忧企业，打造满园春色

走进位于伊川县白沙镇孟村的清
河湾高效农业生态科技园，一排排现
代化的果蔬种植大棚十分壮观。大棚
内既有无土立体栽培的先进技术，还
有羊奶小西瓜、火龙果等稀有品种。

令人想不到的是，该园的成长仅
仅用了两年多。

成立于2016年的清河湾高效农业
生态科技园，刚刚经营一年多，资金就跟
不上了发展的需要。农商行了解到这一

情况，立刻派专人对接、评估。2017年
清河湾高效农业生态科技园先后从伊川
农商银行贷款800万元，企业走上了良
性发展的轨道，规模扩大了三分之一，高
峰期还可以带动近百名贫困户就业。

“‘土生土长’的农商行对农业农村最
熟悉，在我起步之时给予的帮助，令我终
生难忘。”该生态科技园负责人常治强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要
振兴产业，必须资金先行。

伊川农商银行探寻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与助力乡村振兴的契合点，寻找支持
民营经济发展的“新靶点”，坚持“扶上
马、送一程”，用心帮扶、用心支持。2018
年，伊川农商银行支持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达到200亿元，涉及农林牧渔业等多
个行业，支持县域重点项目40余个。

“国家有要求，人民有需求，银行
要有担当。伊川农商银行将继续采取
更加集中的举措、更加有力的支持、更
加精细的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点亮乡
村振兴。”伊川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
事长康凤利表示。

金融注“活水” 乡村“强、富、美”
——伊川农商银行助力乡村振兴速写

习近平检阅舰艇编队。 新华社发 习近平检阅海军仪仗队。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刘勰）4 月 23日，
省委政法委召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
传达学习贯彻政法领导干部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专题
研讨班精神。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喻红秋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以理论武装提升政治素养、思
想境界和实践能力，努力开创新时代
全省政法工作新局面。

喻红秋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法工作会议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对新时
代政法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战略性、前
瞻性安排部署。要把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
治任务，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
强学习贯彻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
班精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刻
理解、准确把握核心要义，加强联系贯
通，自觉推动政法工作理念创新、体系
完善、能力提升。（下转第二版）

喻红秋在省委政法委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强调

学习贯彻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
努力提升新时代政法工作能力水平

建设美好移民村 添彩中原奔小康
——写在全省征地移民工作会议召开之际

要像对待生命一样
关爱海洋

中国持续加强海洋

环境污染防治，保护海洋

生物多样性，实现海洋资

源有序开发利用，为子孙

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国家间要有事多商量、

有事好商量，不能动辄就诉

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各国应加强区域安全合作，

推动涉海分歧妥善解决

合力维护
海洋和平安宁

加强海上对话交

流，深化海军务实合作，

走互利共赢的海上安全

之路，携手应对各类海

上共同威胁和挑战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奋发有为
进军创新发展主战场
——省科协五年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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