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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勰）6月 10日，省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研讨启动，重温
入党誓词、观看革命历史纪录片，接受
革命传统教育。省委书记王国生、省
长陈润儿出席。

省委党校会议中心大厅悬挂着鲜
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王国
生带领省级党员领导同志面对党旗，
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大家以坚定有力

的宣誓声，表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信念和决心，胸前的党员徽章与面前
的党旗交相辉映、熠熠生辉。

受王国生委托，省委副书记喻红
秋对这次集中学习研讨提出要求，要
注重全面系统，注重深入思考，注重对
照反思，注重研讨交流，注重联系实
际，遵守各项纪律，坚持读原著学原文
悟原理，不断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自觉对

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互学互鉴，互
促互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运用党的
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
以省级领导干部的集中学习研讨，为
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好头、起好步。

随后，省级 领 导 同 志 集 体 观 看
了 纪 录 片《初 心 永 恒》。 该 片 以 详
实的史料，系统反映了我省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

历程，深情缅怀了中原大地的革命先
烈，鲜明彰显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不渝初
心和使命。

本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集中学习研讨为期一周，通过集
中学习、参观主题教育展览、专题辅
导报告、交流研讨和自学等方式深入
开展。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
加。③5

□薛世君

世界上有矛盾，就有问题。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

要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推

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问题，有难易之分、新旧之别。难

题不破解，难免会滋生新问题；新问题

不解决，也会拖成“老大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

部署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就是针对各个阶段党员干部思

想作风存在的问题，一次又一次集中

“补钙”和“加油”，以党的建设促进经济

社会建设，不断破解发展难题和新题。

汉安帝年间，朝歌一带数千叛匪连

年作乱，朝廷派名将虞诩去当县令时，

朋友都替他担忧，他却坦然答道：“志不

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根

错节，何以别利器乎？”虞诩多谋善断、

指挥有方，很快让百姓过上了太平日

子。“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良，任不重则

无以知人之德”。对领导干部来说，不

接一接“烫手山芋”，不当几回“热锅上

的蚂蚁”，怎能锤炼真功夫，如何体现真

党性？老愚公面对大山挡路不退缩，焦

裕禄迎着“三害”舍命上，都挺立起光耀

时空的精神丰碑。

问题是时代的呼声，奋进

新时代，意味着迎接新挑战。

如 何 啃 掉 脱 贫 攻 坚 的“ 硬 骨

头”，怎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何以在新一轮大开放中优化内

外环境抢抓先手？不能有“鸵

鸟态度”，不能“等靠要”，不能在问题

的“脓疮”上涂脂抹粉，否则会掩饰矛

盾，错过解决问题的最佳“窗口期”。

被动应付，越来越被动；主动去干，越

来越主动。新时代，就要以新风貌、新

本领、新办法，去不断解决新问题，开

创新局面。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研讨

新华社北京 6 月 10 日电 6 月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托卡耶夫，祝
贺他当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哈是真

诚互信的友好邻邦和合作共赢的全面
战略伙伴。当前，两国关系保持高水
平运行，双方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丰
硕成果，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

走在前列，双边关系具有广阔发展前
景。我高度重视中哈关系发展，愿同
你建立密切联系，推动中哈关系继往
开来，行稳致远。

本报讯（记者 刘勰）6 月 10日，
省委政法委机关召开“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议，贯彻中
央精神和省委部署，动员委机关全体
党员干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
政治担当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确保委机关主题教
育的质量和效果。省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喻红秋出席并讲话。

喻红秋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是全党开展主题
教育的行动指南，是新时代加强党的

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我省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对全省开展主题教育作出
安排部署，提出明确要求。要深化思
想认识，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落实省委要
求，充分认识重大意义，准确把握目
标任务，深刻理解主题教育对政法工
作的更高要求，切实增强开展主题教
育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喻红秋强调，要落实重点措施，推
动主题教育扎实开展。要把学习教育
贯穿始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曾鸣 归欣

三夏时节，麦浪飘香。从收割情况
看，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我省粮食生
产的优势和“王牌效应”进一步彰显。

“王牌”如何更加闪亮？在我省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当中，优
质小麦无疑起到了“尖兵”作用。记者
在各地走访时发现，从豫东平原到豫
西丘陵，从黄河之滨到淮河之畔，“弱
筋”“强筋”遥相呼应、起舞中原，成为
我省小麦产业发展的耀眼“明珠”。

北“强”南“弱”，特色鲜明

北边“强筋”茁壮，南边“弱筋”遍
地。记者在采访今年三夏生产时观察
到，我省小麦种植区域特色初显，县域

“明星”品种的名号越叫越响。延津
县、安阳县的强筋小麦，淮滨县、固始

县的弱筋小麦，纷纷迎来丰收季。
6月4日，安阳县广润坡10万亩高标

准粮田示范区，种粮大户们喜上眉梢。据
当地农业局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安阳
县根据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大力发展优
质专用强筋小麦，取得了良好成效。

我省推进优质小麦发展工作方案明
确指出，要推进优质专用小麦布局区域
化，在适宜的生态区内发展优质专用小
麦生产。从区域看，北部寒冷，适合种筋
道的强筋麦；南部温润，适宜种松软的弱
筋麦。因此，我省麦区分为豫北强筋小
麦适宜生态区、豫中东强筋小麦次适宜
生态区和豫南沿淮优质弱筋小麦适宜生
态区。目前，我省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
积达1204万亩，示范县增至40个。

“发展优质专用小麦，必须克服混种
问题，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条件，开展单
一品种的集中连片种植，提高区域内优
质小麦产业和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程度。”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小麦专家郭天财说。

良种选育，藏粮于技

种啥品种才能优质又高产？每年
麦播，农民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5月下旬，淮滨县栏杆试验场，麦
浪滚滚，长势喜人。省农科院小麦研
究所所长雷振生指着田间的小麦说：

“这是我们今年主推的优质弱筋小麦
品种郑麦113和郑麦 103，目前它们已
经通过了国家审定。看着现在的麦苗
长势，今年又能产出不少优质粮。”

6月 5日，上蔡县芦岗街道办事处
一块 150亩的新品种示范田里，48个
新审定的品种和全国表现好的品种刚
刚成熟。通过实打测产，产量高、品质
好的品种，将播撒向更广阔的田野。

“我省自主培育的郑麦9023、郑麦
366、丰德存麦 5号等系列优质小麦品

种，不断刷新河南优质小麦高产纪录。”
我省知名育种专家郑天存说，截至目
前，全省小麦良种覆盖率超过98%。

“金种子”大显身手，先进的农业
“黑科技”和管理技术也功不可没，目
前，全省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 60.7%。
6月 1日，在息县项店镇优质弱筋小麦
生产基地，记者发现了一点“稀奇”：成
块儿的麦田被 1.5米宽的水渠隔开，斜
着铺设的渠砖却都带着孔，看起来更像
是城市里的步道砖。

基地的“技术指导”、信阳市农科院
研究员潘兹亮告诉记者，息县一带多
雨，这种设计既能及时排水、防止内涝，
又能帮助麦田“呼吸”，呵护小麦生长。

“这几天小麦收完，接茬种上大豆，但是
跟普通农户种大豆不同，咱这大豆不
收。”他笑着说，“等长得差不多，直接就
地粉碎，化作‘绿肥’更护麦！”

（下转第三版）

破难题 解新题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优质麦 成“尖兵”

喻红秋在省委政法委机关“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议上强调

以饱满政治热情强烈政治担当
扎实开展主题教育

习近平向哈萨克斯坦
当选总统托卡耶夫致贺电

□本报记者 栾姗

搜索关键词：走出去

搜索位置：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6 月 10日，直径 10.03m 的土压平衡盾构机在郑
州经开区中铁装备集团总装车间下线。“这台盾构机即
将启程运往意大利北部，用于布雷西亚至维罗纳高铁
线项目隧道掘进施工。”该集团副总经理张志国说。

在新加坡汤申地铁项目、黎巴嫩大贝鲁特区供水
项目、阿联酋迪拜深埋雨水隧洞项目，喷绘有“CREG”
（中铁装备自主品牌“克瑞格”）标识的盾构机，沿着“一
带一路”昂首挺进全球 18 个国家和地区，2017 年、
2018年产销量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第一。

从一年仅能生产 5台盾构机的小厂商起步，中铁
装备缘何在短短几年内冲刺到全球第一？

在“满世界跑”的张志国眼中，一个“小个子”长成
“大块头”，离不开河南鼓励企业用开明、开拓、开创的
精神，积极敞开大门与世界“打交道”的开放环境。

中铁装备第一次参加国际竞标时，马来西亚的业
主单位直言不讳：“你们在中国做得好，但在海外市场
没有经验，我对你们非常担心。”

话说到脸上的“难堪”，并没有让张志国气馁。经
过十多次的主动沟通，马方签下了两台盾构机。入场
施工后，这两台设备以最高日掘进 21米、比计划工期
提前43天贯通的成绩，创造了马来西亚盾构施工新纪
录，将同场竞技的德国设备远远甩在身后。

实战的说服力，让中铁装备陆续获得了新加坡、阿
联酋、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的订单，“中国制造盾构
机漂洋过海”的梦想扬帆起航。

不过，中铁装备真正让海外同行震惊，还是始于一
次对外收购，中国自主盾构机品牌“克瑞格”正是诞生
于那时。

2013年，中铁装备成功收购德国维尔特硬岩掘进
机知识产权及品牌使用权，维尔特是一家成立于1895
年，在世界硬岩掘进机领域数一数二的“百年老店”。

中铁装备集团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霍磊说，这次
收购为中铁装备加快培育自主品牌“克瑞格”提供了丰
富经验。目前“维尔特”和“克瑞格”品牌双双在海外市
场运营良好。

开明精神敲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开拓精神创建
了中国自主的品牌。接下来，想要摘取世界盾构机
行业“皇冠上的明珠”，必须要有勇闯“无人区”的开
创精神。

小则两三米，大则十几米，直径大小不一的盾构
机，能够穿越江河湖海、凿穿群山峻岭的“秘诀”是什
么？“在刀盘上”，张志国指着这台直径10.03m的土压平衡盾构机说。

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在中铁装备也找不到两台完全相同的盾
构机。张志国说，针对世界各国不同的地质条件，中铁装备出口的每台盾构机
都配有“量身定制”的刀盘，无一款相同。这台即将出口意大利的盾构机，定制
的刀盘可以凿穿隧道下层的冰川沉积物。

“因为唯一，所以第一”。在张志国眼中，开创精神是开放的最高层次，这
也是中铁装备产销量能够做到全球第一的原因。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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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以成功入选全国第一批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为契机，

大力发展“归雁经济”，实施“能人”返乡工程，一批又一批熟悉了市场需求、掌

握了生产技能、积累了经营经验的外出务工人员，踏上了回乡创业之路。

03│要闻

返乡创业释放“葡萄串”效应
——汝州实施“能人”返乡工程助推经济发展

02│要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在
我省实力“圈粉”

让新思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全省党员干部中
持续引发强烈反响

高标准树起来 严要求落实好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通讯员 蔡

星星）我省为企业开户“松绑”！今后，
企业到银行开基本户、临时户，中国人
民银行不再核发“开户许可证”。6月
10日是我省全面取消企业银行账户
许可的第一天，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
郑州中心支行获悉，当天有 957家企
业成功开户，实现了“一次办妥”。

6月 10日上午，河南联烁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赵飞在中国工
商银行郑州商都路支行，通过提前线
上预约信息录入、工作人员审核后，
一会儿就顺利办完了企业开户业
务。工作人员把芯片卡、U盾和支付
密码器交到他的手中，并告知，账户
已经启用，随时可以进行资金转入转
出。赵飞对此赞叹不已：“企业开账
户就像个人办卡一样简单！”

以前企业开户不仅要经中国人

民银行核准并发放“开户许可证”，且
流程耗时长，开户后 3个工作日之内
不能做资金转出。

据了解，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
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全面铺开。

“新规下，企业开户如同走上‘高
速路’，维护秩序的‘交规’应该更严
格。”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副
行长崔晓芙说。

为了保护企业的账户安全，我省
各家银行已经加强对开户企业的审
核。中国人民银行也将加强后期管
理，按照“企业开户便利度不减、风险
防控力不减，优化企业账户服务要加
强、账户管理要加强”的总体要求，横
向压实各银行机构的合法合规主体
责任，纵向压实全省人民银行系统的
事后监管主体责任，有效防范风险，
保护企业行稳致远。③5

我省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
第一天957家企业成功开户

6月 10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在我省全面
发行。⑨3 本报记者 温小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