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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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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刘洋）4月
24 日下午，省委书记王国生在郑州察
看生态廊道建设，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省委省政府
关于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建设森林
河南的部署要求，抓住机遇、寻求突破，
全面提升生态建设水平，让绿城变得更
绿、让家园变得更美、让群众笑得更甜。

郑州市利用今年春季植树的有利
时机，聚焦铁路沿线、过境干线公路、高
速公路立交桥及出入口区域绿化，积极
推进生态廊道建设。位于郑东新区商
都路与东三环西南角的云翔园，满眼春
色，已成为高铁沿线的一道风景。王国

生登上山顶，详细询问山体公园的设计
理念、施工进度，叮嘱要将景观廊道与
观光平台、市民公园等一体建设，为周
边群众生活提供优越的环境。

航海路以北高铁桥下是郑州经开
区的主出入口，也是京广、陇海、石武、
郑机等 6 条铁路出入郑州的必经之
地。经过高标准治理，这里已是“公交
进港湾、辅道设两边、行人在中间、休
闲在林间”。王国生漫步城市绿道，与
环卫工人亲切交谈。46岁的环卫工郑
丽娟深有感受地说，过去这里是荒草
土堆，现在变成了市民休闲的城市花
园，我们打心眼里高兴。王国生说，群

众满意就是评判工作的标准，说明这
件事干对了。郑州是交通枢纽，交通
沿线也是对外窗口，要营造四季常绿、
三季有花、富有立体感的景观带，展示
城市的美好形象。

郑州市管城区陇海铁路沿线昔日
群众眼中的“城市疮疤”不见了，代之
以乔、灌、草多种类、多层次的植被和
园林小景，已建成高品位的廊道公
园。管城区负责同志说，周边群众盼
了多年、打心眼里支持拆迁绿化，环境
好了，商谈投资的也来了。王国生说，
抓绿化也是抓营商环境、抓发展。

王国生对郑州市积极推进国土绿

化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他指出，抓
生态文明建设，就是抓高质量发展、抓
民生改善。郑州作为省会城市，要从
更高的站位、用更高的标准、以更大的
力度来推动国土绿化工作，让绿城更
绿、让家园更美，让人民群众更好享受
绿色发展带来的实惠。领导干部要做
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和引领者，在
实践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紧密结
合对外开放工作，树立国际眼光，深入
谋划、认真研究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树立新形象、提升美誉度、增强吸
引力，为中原更加出彩提供有力支撑。

穆为民参加活动。③8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4月 25日，眼瞅
着最后一批 60吨茶叶在光山火车站
装车完毕，即将通过中欧班列（郑州）
从新疆阿拉山口出境，河南辰龙茶叶
有限公司总经理卢涛长出了一口气。
为了赶制这批发往塔吉克斯坦的眉
茶，工人已经连续加班好几天了。

开春至今，该公司建在光山县产
业集聚区内的茶叶加工车间一直在满
负荷生产，已经向乌兹别克斯坦、塔吉
克斯坦、阿富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出口茶叶2000多吨。

与此同时，为他们提供茶叶资源
的光山县晏河乡的 3万余亩生态茶园
内，茶农们也一直没有闲着，采摘下来
的优质鲜叶经过加工后，被送到河南
辰龙茶叶有限公司，精加工成外国朋
友喜欢的眉茶、珠茶或者CTC红茶。

无独有偶，位于浉河区产业园内的
中豫华都茶业集团，年出口眉茶2万多
吨。4月24日，信阳市产业项目观摩团
来到这里，厂区规模宏大的现代茶叶生
产线让人眼前一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说：“信阳茶要
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香飘全世界。”

据信阳市林业和茶产业局副局长

宋世奇介绍，信阳种茶的历史可追溯
至2300多年前，始于周、名于唐、兴于
宋、盛于清，曾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金奖。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一系
列扶持措施发展茶叶生产，信阳茶叶
得到长足发展，生产区域不断扩大。
信阳毛尖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茶”，获
得中国质量奖金质奖、世界绿茶大会

“茶王”称号等诸多殊荣，连续十年跻
身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十强，
2019 年品牌价值达到 65.31 亿元，为
信阳赢得“中国毛尖之都”的美誉，并
成为富民强市的“金叶子”。

品牌价值的不断提升，使信阳毛
尖广受追捧，更成了“网络新宠”。

“我们不仅要在线下卖茶叶，也要
在线上打开一片新天地。”信阳文新茶
叶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新表示，26届
茶文化节的成功举办，使信阳毛尖声
名远扬，香飘四海，他们借机建起遍布
全国的茶叶营销网络。该公司去年网
销额已达3000万元。

据信阳海关统计，信阳多家茶叶
生产出口企业，紧抓“一带一路”建设
新机遇，将茶叶远销到沿线 15个国家
和地区，仅 2018 年就出口干茶货值
1.4亿元，同比增长29.7%。③6

本报讯（记者 冯芸）4月 25日下
午，省科协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省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喻红秋出席会
议并讲话。李文慧、霍金花、高体健
等出席会议。

喻红秋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会
的成功召开表示祝贺。她指出，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创
新和科协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
科学回答了事关我国科技事业发展
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推进科技事业、科协工作发展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
省各级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科技创新和科协工作的重要论述，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
时的重要讲话、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
讲话，按照中国科协和省委的要求，
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出无
愧伟大时代的辉煌业绩。

喻红秋强调，科协是党领导下团
结联系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人民团体，
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希望全省
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责任使命、勇攀
科技高峰，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
头兵，在谱写新时代河南工作更加绚
丽的新篇章中建功立业。希望全省
各级科协组织把握职责定位、服务中
心大局，着力服务科技工作者、服务
创新驱动发展、服务提高全民科学素
质、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在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奋发有
为。希望省科协新一届领导班子忠
诚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加强政
治建设，持续深化改革，切实改进作
风，在实现新时代科协工作创新发展
中再创辉煌。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
协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为科协
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会议通过省科协第八届委员会工
作报告的决议，宣读了致全省科技工
作者的倡议书和有关名单、决定。③6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4月 24日
至 25日，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刘伟
在桐柏县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
部署，高质量做好脱贫攻坚和政协党
建工作。

在固县镇石头畈村虾稻共作养殖
基地、吴城镇王湾村茶园、城郊乡吴湾
村脱贫户家中，刘伟详细了解产业发
展和美丽乡村建设情况。他指出，习
近平总书记近期就脱贫攻坚工作多次
发表重要讲话，特别是在重庆考察时
的重要讲话，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确
立了原则、聚焦了重点、明确了举措。
作为离贫困群众最近的县、乡、村级干
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提升思想认识，
强弱项、补短板，在实现“两不愁”的基
础上，重点攻克“三保障”面临的最后
堡垒，建立脱贫长效机制，确保高质量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刘伟到桐柏县政协机关看望干部
职工，调研党建工作，主持召开座谈
会，听取南阳市委、市政协和部分县
（区）政协负责同志情况介绍，对各级
政协党建工作成效给予肯定。他强
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
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全国政协
党组把加强政协党的建设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提出明确要求。全省各级政
协要深入贯彻中办《关于加强新时代
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
和省委实施意见，认真落实汪洋主席
在省政协机关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和省
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压
紧压实责任，把政协党建牢牢抓在手
上，创造性地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
署，以党建高质量推动政协工作高质
量，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力人
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省政协秘书长王树山参加调研。③5

王国生在郑东新区经开区管城区检查工作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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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在桐柏县调研时强调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
高质量做好脱贫攻坚和政协党建工作

信阳茶香飘“一带一路”

河南省科协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
喻红秋出席并讲话

□本报记者 徐建勋 李林

4月 25日，郑州市民朱先生又在微信朋友圈晒
出他的“晨练照”，绿树间、花丛中幸福感满满的形
象，赢得了许多点赞。

和他一起居住在陇海铁路一侧金水区王庄社区
的居民知道，照片上他身处的花园原是一片布满临
时房、小仓库的“脏乱差”区域。如今，这里已华丽转
身为一座花木扶疏、赏心悦目的小公园。

不知不觉间，省会铁路沿线、过境干线公路、高
速互通立交及出入口等区域，这样的“画面”多起来
了，市民满意的笑容也多起来了。

这是自去年 10月以来，郑州对铁路沿线、过境
干线公路等重点区域实施综合治理，初步显现出的
喜人成效。

整治城市“顽疾”让生活更美好

郑州素有“中国铁路心脏”之称，进入新时代，米
字形高铁建设更是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供强
劲支撑。然而，作为外地人看郑州的“第一眼”，铁路
沿线也存在不少亟待治理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
损害城市形象，也会威胁到列车的运行安全。

和铁路沿线一样，过境干线公路、高速互通立交
及出入口等窗口区域，也存在着不少有碍观瞻的城
市“顽疾”。

肩负全省发展“龙头”重任的省会郑州，如何在
城市形象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和民生事业发展上实
现新突破、跃上新台阶，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关切？省
委、省政府对此提出明确要求，寄予深切厚望。

省委书记王国生要求郑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国土绿化
提速行动、建设森林河南的部署要求，抓住机遇、寻
求突破，全面提升生态建设水平，让绿城更绿、家园
更美。

郑州市委市政府迅速行动，下决心消除城市“顽
疾”，让城市的角角落落都净起来、绿起来、美起来。
2018年 10月，一场“绿色风暴”在郑州掀起，重点是
铁路沿线、生态廊道、过境干线公路、高速互通立交
及出入口区域的绿化工作，全面提速提质提效。

几个月来，郑州市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工作落
实。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马懿和郑州市市长王
新伟坚持每周调研督导，每月召开全市观摩讲评会，
强力推进。同时，各级各部门完善工作机构，创新方
式方法，使各项工作快速有序推进。

截至目前，218公里的铁路沿线、287公里的过境
干线、101处高速互通立交及出入口均完成绿化超过
任务量的 93%。生态廊道新建完成绿化面积 554.2
万平方米，连通绿道381公里，打通断点441处。

紧锣密鼓描绘绿城新画卷

走进郑州陇海铁路与新郑路西北角的陇秀公
园，满眼苍翠，景色宜人。

“这个公园建设涉及5家公共单位，拆迁总面积
超过 2.6万平方米，拆迁难度高、阻力大。”相关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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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于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的
牙雕蚕，距今已有 5000 多年。长
6.4厘米，宽不足1厘米，这只用野猪
獠牙雕刻而成的蚕，造型与现代家蚕
极为相似。蚕雕背部凸起，头昂尾
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发布
的研究成果表明，牙雕蚕是中国目前
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对丝
绸起源及相关手工业发展等研究意义
重大。双槐树遗址还曾出土与丝绸制
作工艺相关的骨针、纺轮等。新华社发

纺轮

骨针骨针

牙雕蚕与现代家蚕牙雕蚕与现代家蚕

4月 26日上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