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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7月 19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内蒙古考
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时的重要讲话和对地方人大
及其常委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
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研究经济
运行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国生主持会
议，省长陈润儿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提高对机关
党的建设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机
关党建工作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把带头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首要
任务，以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为契机，全面加强政治建
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廉
政建设，加强改革、强化监督，在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上作表率，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上作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作表率，建设让党

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
关。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作为省委的派
出机构，要切实履行政治职责，研究谋
划务实工作举措，推动我省机关党建工
作再上新台阶。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扎实做好纪念省
人大常委会设立 40周年有关活动，发
挥各级人大职能作用，创造性地做好
立法、监督等工作，全面提升新时代人
大工作水平。

会议分析了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

情况，研究安排了下半年重点经济工
作。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质量效益稳步提升，发展动
能持续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会
议指出，要保持定力、坚定信心，清醒
认识经济运行中风险挑战，持续抓好

“六稳”措施落实，确保经济平稳健康
运行。要解放思想，创新体制机制，以
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以高水
平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对口支援新疆等工
作。③5

□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韩申国

他们枕戈待旦、苦练本领；他们
冲锋陷阵、舍生忘死；他们勇挑重担、
争当先锋；他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

“军人生死报国家，卫国护民责如
山。”这是他们共同的心声，更是他们
的实际行动。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强军
精武河南兵”。虽然他们参军时间不
同、具体职责不同，但他们都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把个人梦与中国梦强
军梦紧密联系在一起，把爱国之情、
报国之志融入强军兴军的伟大事业
之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精忠报国，
步伐铿锵。

在坚守中书写报国之志

“当兵就要当一个好兵，要不辱使
命。”7月 17日，回想 20岁时入伍的初
心，有“兵王”之称的东海舰队一级军士
长王长水依然激动不已。

王长水“铆”在深山 28年，与艰苦
斗争、与寂寞相伴，练就了精通导弹检
测所有专业的“最强大脑”，成为单位有

名的“导弹通”，无差错保障近百枚导弹
实射。

光阴荏苒，弹道有痕。“走向成功，
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但有一样是不能
少的，那就是坚守初心。”王长水还有两
年就要退休了，他的最大心愿，就是在
有限的服役时间内，让更多亲手维护的
导弹亮剑大洋。

心在哪里安放，强军报国之志就会
在哪里生根。（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赵圆圆 李文杰

交通，让生活更美好。
打开郑州交通出行 APP，实时查

看公交车的到站情况和附近的交通信
息；使用二维码智能支付方式，出行更
加轻松……近年来，不少郑州市民发
现“刷手机”乘车成为公交出行的全新
体验。

2018 年 12月，郑州喜获“国家公
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称号，是全国12
个示范城市之一。这背后折射出“国
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郑州城市
交通更便捷、更绿色、更智慧的发展历
程，也凝结着《郑州市公交都市建设综
合规划》编制者——郑州市交通规划
勘察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郑州交通
院”)的创新与智慧。

历经 35年艰辛跋涉和开拓创新，
郑州交通院在中原大地，乃至中国的基
础设施建设史上，写下了众多雄浑壮丽

的篇章。特别是2008年新一届领导班
子组建以来，在院长惠涛的带领下，郑
州交通院弘扬“修行善道、尽微致广”的
企业精神，秉承“勾画经纬、服务交通”
的企业使命，以高质量的勘察设计成果
和优质的技术咨询服务赢得了社会各
界的赞誉和好评，在全国同行中赢得了
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全国勘察设计行业创优型企业、
全国交通运输诚信建设示范单位、河
南省建筑企业骨干单位……郑州交
通院在见证郑州乃至河南交通巨变
的同时，也筑就了自身发展的坚实基
业。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站在新时

代的新起点上，郑州交通院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充分发挥规划引领、设
计先行的作用，用全新的战略、优质的
产品、卓越的服务，力争为加快郑州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实现河南更加出彩
作出更大的贡献，抒写出跨越发展的
豪迈诗篇。

修行善道，风雨砥砺三
十五载

规划、勘察、设计，作为交通的基
础性和前瞻性工作，在山、水、城、人之
间谋篇布局。“大道之行敢为先，踏遍
中原数风流”。从 1984年徒步测量到

今天的无人机测绘，从鸡公山下到洹
河河畔，很多公路和桥梁，都留下了
郑州交通院人的足迹与身影，留下了
他们对科学理念、科学精神的不懈追
求。

1984年，郑州交通院的前身郑州
市公路管理总段测设队宣告成立，
1998年，更名为郑州市公路勘察设计
院，2009年，划归郑州市交通运输局直
属管理，更名为郑州市交通规划勘察
设计研究院，郑州交通院从此迈入了
快速发展新时期。

35年来，郑州交通院人始终恪守
崇高的职业精神，兢兢业业地勘察每
一个项目，孜孜不倦地优化每一条路

线，一丝不苟地设计每一张图纸，取得
了公路工程咨询、勘察、设计，市政工
程、交通工程设计等11项甲级资质，通
过了CMA计量认证和“质量、环境、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功到自然成，百炼终成钢。
国道 107 线郑州境东移改建工

程、国道 310线郑州西南段改建工程、
省道 314线郑州境改建工程等数百项
工程荣获国家、省、市级勘察设计奖
项；先后取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河
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郑州市全预制
装配式桥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证；
在公路、特大桥梁、市政道路、公交出
租场站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

咨询、勘察、设计、科研以及交通信息
化领域的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俯瞰中原大地，郑州交通院为美
丽河南绘制的经纬线雄奇壮阔。一条
条绿色大道，一座座宏伟大桥，犹如精
心编织的多彩纽带，将河南厚重的历
史、旖旎的山水紧紧相连，中原大地绽
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35 年栉风沐雨，35 载薪火相传。
郑州交通院不断锐意进取，规模不断
扩大，市场全面铺展，产业持续升级，
用智慧和汗水谱写了一部创业、搏业、
兴业的奋斗史。

勾画经纬，“畅通郑州”
勇担重责

夏日炎炎，郑州四环高架桥上一
片繁忙，工人们挥汗如雨正在进行通
车前的最后施工。放眼望去，四环高
架犹如一条蜿蜒前行的巨龙，蔚为壮观。

（下转第七版）

修行善道 拓者无疆
——郑州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跨越发展纪实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加强机关党的建设经济运行等工作

一 片 丹 心 图 报 国
——强军精武河南兵群像扫描

争做 河南人
强军精武河南兵

7月 21日，在河南省少儿图书馆，京剧演员正在给一位小朋友化妆。当日，在河南省少儿图书馆举办的“遇见国粹”京剧
体验夏令营中，小朋友畅游京剧艺术海洋，亲身感受国粹之美。⑨6 张涛 摄

□薛世君

有没有特点、

见不见实效，往往

是衡量理论与实

践结合得紧不紧

密、工作水平层次高不高的标准。

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特点就十分鲜明，比如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的时间节点，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

党，“调查研究”成为引人关注的重

点措施等，我们在深入推进主题教

育时也要形成自己的特点。

工作特点，体现的是工作质量，

考验的是工作水平。每一次集中性

党内教育，抓落实、求实效都是关键

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内蒙古

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时多次强调，“不能学

归学、说归说、做归做”。抓落实，就

要抓到点子上，抓在关键处，抓出特

色来，抓出高质量。这次主题教育，

我省以党员领导干部思想接受洗礼

开场，用赵化录、王百姓、马海明等

身边的典型示范带动，特点鲜明，成

效正在凸显。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实际，

一个部门有一个部门的问题。推

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既要做好

“规定动作”，也要做好“自选动

作”。方案一旦与实际结合，就更

容易“接地气”，也更容易因地制宜

有所创新、形成特点，质量就上去

了。无论是学习教育、调查研究，

还是检视问题、整改落实，都要找

准自身问题，以解决矛盾推动发

展，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真正见特色见水平。1

有特点，见水平

一颗桃子的
“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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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报道组

扩大高水平开放，把握机遇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

两个月前，在江西召开的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部六省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扩大开放，而且是高水平开放，包括河南在内的
中国中部才能走向世界大舞台，国际大市场。

回看走过的路，坚持对外开放，构成了河南这些
年来经济社会飞速发展进步的鲜明底色，深刻地改
变了这个内陆大省、农业大省、人口大省的发展轨
迹。远眺前行的路，它毫无疑问的是中原更加出彩
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礼赞开放为大中原
带来的荣光的同时，更应该深深思索，如何贯彻好、
落实好总书记的要求，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
高层次的开放，使河南富起来、强起来、美起来，在全
国发展大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高水平开放是突破口

河南这些年之所以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成
绩，得益于我们大力实施开放带动战略，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着力打造四条“丝绸之路”，朝着建设内
陆开放高地不断迈进。

——5月 20日，省委对外开放工作座谈会，省
委书记王国生这样评价。

的确，河南今天能有如此沉甸甸、金灿灿的发展
成绩单，开放无疑是其中最大的亮点和“引擎”。

这些年来，全省对外贸易连续跨过8个百亿美元
台阶，出口额居全国第八；2018年全省实际吸收外资
179亿美元、实际到位省外资金9600多亿元，分别是
2004年的17.9倍和26倍。不沿边、不靠海、不临江的
河南，将“航空港”“自贸区”“自创区”“跨境电商综试
区”“大数据综试区”等新平台、新载体、新动能、新要素
统统纳入囊中，从内陆腹地一跃成为开放前沿。

今天的河南，“五区联动”国家战略叠加效应持
续释放，四条“丝绸之路”多维度联通世界，越来越受
到全球流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青睐，正成为极
具吸引力的投资沃土与创业热土。

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开放寄予厚望。2014年
春，他两次踏足中原大地，殷殷希望河南建成连通境
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多作贡献；勉励河南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
目标迈进。

不负总书记对河南的殷切希望和谆谆嘱托，我
们歇不得、等不得、慢不得——

总书记擘画的，是一盘大棋。随着世界从海权
时代向陆权时代回归，新的战略机遇期下，中部地区
的发展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作为中部经济体量最大的
省份，河南理应在其中占有更多的份额、挑起更重的担子、负起更大的责任。

“标兵更远、追兵更近”，我们歇不得、等不得、慢不得——
居于开放前沿的长三角、珠三角，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版图中举足轻重的大

经济圈，开放的基础、理念、政策、环境已与全球经济脉动高度契合，它们的创
新力度越大，我们跟跑的难度就越高。

中部其他省份更是纷纷发力，各有高招。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将成为
亚洲第一的货运空港集散中心；安徽建成7个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山西大力实
施对外贸易主体培育三年行动计划等等，虽然措施不尽相同，但都瞄准了打造
内陆开放新高地这一目标。区域竞争不进则退，慢进就会成为“背景板”，河南
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抓住用好新的战略机遇期，我们歇不得、等不得、慢不得——
目前，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产业链整体和制造、研发、服务一体化的组团

式转移态势。良好的产业基础，完善的产业链条，完备的产业配套成为投资者
首先关心的因素，而在这些方面，河南恰恰具备一定的条件和优势。

智者因时而谋。河南必须抓住用好这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找准在时代
大势和全国大局中的坐标和方位，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产业大格局，放眼海内外
配置资源和寻求市场，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谋划开放、推进开
放，从而推动河南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宏伟目标。

高水平开放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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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8日，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致辞中，省
长陈润儿这样说。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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