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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打好“四张牌”展现高质量

发展的新气场

■坚定不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推动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稳固“三农”基本盘

■坚定不移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以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来

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

■坚定不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打好三大攻

坚战为重点，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推动学的氛围、严的氛围、干的氛围越来越浓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在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伴随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阔历程，河南这
片镌刻着红色印记的沃土，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历史巨变。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河南
视察指导，寄予了“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需要中原更加出彩”的殷殷嘱
托，激发了亿万中原儿女追梦逐梦的
奋斗激情，“中原更加出彩”成为引领
新时代河南发展的最强音。

新中国成立之初，河南人均生产
总值仅为 50元，粮食平均亩产 92斤，
发电量不到 500万千瓦时。一代代河
南人满怀“敢教日月换新天”“誓把山
河重安排”的豪情壮志，谋振兴、促崛
起、求跨越，脚下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广。三次产业结构从 1949年的 67.6∶
18.2∶14.1 优化为 8.9∶45.9∶45.2，经济
总量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五位，人均生
产总值突破5万元，财政总收入增加到
5876亿元，实现了从乡村型社会到城
市型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展现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现代化强省
的美好前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些年，是河
南改革发展历程中绽放出彩风貌的重
要时期。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转化为同心
共筑中国梦、争先进位谋出彩的具体
行动，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
展高质量，让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中原
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打
好“四张牌”展现高质量发展的新气
场。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打好“四
张牌”，作为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举措抓紧抓牢。持续打好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牌，坚持优化存量和扩大
增量并重、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壮大现
代服务业并举，以装备制造等 12个产
业为重点实施产业转型发展攻坚，新
能源客车、盾构机、智能手机等成为河
南制造新名片，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达50%。持续打好创新驱动发

展牌，以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设为龙头，不断壮大创新引领型企
业、人才、平台、机构，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达 3322家，神舟飞船、C919大飞机
等大国重器上有了更多河南元素。持
续打好基础能力建设牌，郑州机场二期
建成投运、三期工程启动建设，率先实
现米字形高铁网实质性落地，全国重要
的综合交通枢纽、通信枢纽、能源基地
地位不断巩固。持续打好新型城镇化
牌，中原城市群成为国家重点发展的城
市群，郑州跻身国家中心城市行列，城
镇化率提高到2018年的51.7%。

坚定不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
推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稳固“三
农”基本盘。把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与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
来，把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与开展
人居环境整治衔接起来，把加大投入
与深化改革统一起来，农村生产生活
生态协调发展取得重要进展。粮食生
产连年丰收，2018 年达到 1329.8 亿
斤。多彩农业的品牌越擦越亮，优质专
用小麦、优质花生种植面积和食用菌、
蔬菜、中药材产值均居全国前列。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成为全国第一
粮食加工大省、第一肉制品大省。全省
返乡创业累计130万人，带动就业814
万人。涌现出水墨郝堂、老家莫沟等一
大批美丽乡村，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过上

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幸福生活。
坚定不移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以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来促改革、促创
新、促发展。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
流通道枢纽，建设郑州—卢森堡“空中
丝绸之路”等要求，“无中生有”打造空
中、陆上、网上、海上“四条丝绸之路”，
功能性口岸数量居内陆省份首位，去
年进出口总额达到 5513 亿元，朝着

“买全球、卖全球”目标迈进。卢森堡
货航加密至每周 18班，郑州机场货邮
吞吐量跻身全球机场 50强；中欧班列
（郑州）实现每周14去 10回，体现运营
质量的综合指标名列前茅。枢纽带动
物流、物流吸引产业、产业塑造都市的
大格局正在形成。如今的河南，开放
的大门越开越大，“朋友圈”遍布五洲
四海，通道枢纽、口岸平台联通世界，
正由对外开放的跟随者变成内陆开放
高地建设的探索者。

坚定不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以打好三大攻坚战为重点，让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
充实。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
战，树立抓稳定就是抓发展的理念，深
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特定利益
群体稳控化解专项治理，在全国率先
逐县逐项开展政府隐性债务摸底审计
调查，各领域风险得到及时化解，社会

大局安定有序。打好精准脱贫攻坚
战，深入实施产业扶贫等“四场硬仗”、
易地扶贫搬迁等“六大行动”、交通扶贫
等“四项工程”。2014年以来，39个贫
困县脱贫摘帽，8315 个贫困村退出，
582.4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
率下降到 1.21%。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既抓“治”更重“建”，实施经济结构
提质、生态功能提升、国土绿化提速、环
境治理提效“四大行动”，开展大规模国
土绿化和“四水同治”，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把民生实事办在群众心坎上，教
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体系不
断健全，郑州大学、河南大学进入国家

“双一流”建设行列，六大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加快建设。2018年城镇、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874 元、13831
元，群众的笑脸一天比一天灿烂。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
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动学的氛围、
严的氛围、干的氛围越来越浓。坚决
扛稳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信仰之力
营造学的氛围，采取平时抓紧自学、以
会代训领学、进党校高校讲课、沉到基
层宣讲、在交流中互学等方式，推动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走深走心走实；以敬畏之心营
造严的氛围，让严的味道随时能“闻
到”，让铁的纪律随时能“听到”，党员
干部在监督下开展工作的自觉性普遍
增强；以担当之责营造干的氛围，深学
细照笃行焦裕禄精神，激发干的动力、
树好干的导向、倡树干的作风，激励干
部担责担难担险，各级党组织的政治
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
会号召力不断提升。

河南 70年走过的路，是中国发展
奇迹的一个缩影，彰显着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伟大理论优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强大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巨大政治优势。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我们要以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高举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
旗帜，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党的建
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奋力
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7 月 25
日，省政协主席刘伟和省政协主席会
议成员、机关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到
河南廉政文化教育馆参观学习，进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走进河南廉政文化教育馆大厅，

熠熠生辉的党旗首先映入眼帘。大家
依次到“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展”“中国共
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展”“新时代河南全
面从严治党成果展”等展厅参观学习。
每到一处，大家都认真观看展品，仔细
聆听讲解。一组组翔实的史料、一幅幅
真实的画面、一声声扣人心弦的警告，

让大家受到深刻的启迪和警示。
活动结束时，刘伟作了讲话。他

指出，此次参观学习，是省政协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
要内容。展览形式生动、内容丰富、
感染力强，对于大家来说是一次思
想的教育、心灵的洗礼、党性的锻
炼，也是对工作的有力推动。希望
省政协党组、机关党组、各分党组、
各党支部和全体党员，按照中央部
署和省委要求，扎实开展主题教育，
认真做好各项工作，践行人民政协
的初心和使命。（下转第二版）

刘伟带队到河南廉政文化教育馆学习

接受思想洗礼 扎实推动工作
确保省政协主题教育富有成效

《人民日报》7月25日刊发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陈润儿署名文章

向着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扎实迈进

本报讯（记者 屈芳）7月 25日，省长陈润儿
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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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研究《关于
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意见》《河南省农村
教师周转宿舍建设实施方案》《关于做好河南省
农村教师住房工作的指导意见》。

会议指出，开发区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对
全省扩大对外开放、改善投资环境、引导产业集
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发展中总体布局比较
散、产业层次比较低、经济规模比较小的问题也
比较突出，推进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势在必
行。要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要求，以开发运营
去行政化和主责主业去社会化为切入点，真正
将开发区打造成为产业发展集聚区、改革开放
试验区、科技创新引领区。在四个方面进一步
明确改革路径：一是优化规划布局，与土地利用
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生态红线规划统一起来，
解决当前开发区散乱小的问题；二是加快转型
升级，推进开发区产业、模式、技术升级，走出一
条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之路；三是深化体
制改革，实行市场化运作、社会化服务、法治化
治理、专业化经营；四是改善营商环境，切实让

“法治”成为开发区最好的制度保障、最优的营
商环境、最亮的地方品牌。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全省教育
大会精神，拿出实招硬招，下决心改善农村教师
住房保障条件。加快推进农村教师周转宿舍建
设，改建、配建、新建三措并举，争取通过三年努
力，基本完成建设目标。加快推进农村教师保
障性住房建设，明确保障对象、科学规划选址、
坚持建设标准、创新运作机制。要抓紧摸清底
数，成立专班，落实责任，把这件好事办实办好，
以鲜明的政策导向，激励广大农村教师下得去、
稳得住、教得好。

副省长舒庆、徐光、戴柏华、何金平、武国
定、刘伟、霍金花，秘书长朱焕然出席会议。③4

7 月 23 日晚，郑
州市郑东新区商务核
心区灯火通明。据了
解，郑州市正在实施夜
景景观提升工程，该工
程将于8月 20日前完
工。届时，一幅璀璨的
光影世界将呈现在市
民眼前。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奋力开创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退役军人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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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海涛 周青莎

人的一生充满了选择。去留之
间，取舍之中，考验着毅力，更照鉴初
心。

当亲情、乡情、人情与法律冲突
时，他选择坚守法律和良知。

当医生给出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
两种治疗方案时，他选择不耽误上班
的后者。

当面对病痛折磨和繁重办案工作
时，他选择隐忍与坚守，不给组织和同
事增添负担。

李庆军，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
案二庭原副庭长。2018年 9月 28日，
在与尿毒症顽强抗争4年后，他永远地
离去了。

他是一位普通的法官，留下的故
事却震撼人心。在他走后，网上网下
哀思如潮，善良、淳朴、敬业、正直、温
暖……平日里默默无闻的他，原来早
已在很多人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
忆。

小山村的第一个本科生

济源市邵原镇北李洼村是李庆军
的家乡。这是一个坐落于太行山与王

屋山之间的小山村，愚公移山的故事
就诞生在这里。1964年 4月，李庆军
出生在这大山深处的贫苦农家，兄妹
四人，他是老大。父亲早年因车祸落
下残疾，李庆军从小就懂得体恤父母
的不易，学习异常刻苦。

高中同学至今还记得他在一次班
会上的发言：“穷不是我们山里孩子的
错，但是改变贫穷是我们义不容辞的
责任。我们别无出路，只有埋头读书，
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家乡的
面貌。”

那时，教室取暖用的是土坯煤炉，
前一天晚上填上湿煤封好，中间戳一
个小洞徐徐燃烧，第二天要早早起来
捅炉子换煤块儿，不然，火就会熄灭。
早上，李庆军总是第一个起床，煤油灯
下伏案读书的身影定格在班里每一位
老师同学的记忆里。因为他，21班冬
季的煤炉从没有熄灭过。

1982年，李庆军考上河南大学政
治教育系，成为村里第一个本科生。
大家都说，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

毕业后，李庆军在郑州当上了大
学老师。作为村里最有文化的人，每
次回家，乡亲们总为宅基地、耕地等纠
纷找他评理、想办法。山里的农民没
有文化，往往因为纠纷吵架、打架，甚
至有年轻人因不懂法走上犯罪道路。
李庆军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法律知
识太重要了，我能为乡亲们做点啥？”

一颗种子在他的心里萌芽。李庆
军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疯狂自学法律，
终于如愿考上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律硕
士研究生，并于 1993年考进省高级人
民法院，从此，踏上了追寻公平正义的
道路。

“不办事儿”的老乡

村里人说起他有一句口头禅：“庆
军‘不办事儿’！”

在村民眼里，省高院的法官，那可
是“大官儿”。十里八乡找他帮忙的人
更多了。熟悉的、不熟悉的，看病的、
打官司的……来家里吃饭是常事儿，

有的甚至一住好几天。李庆军总是热
情招待，从不嫌烦。装修房子时，他说
服妻子放弃木地板，坚持铺地板砖。

“乡亲们远道儿赶来，都是两脚泥，咱
要是木地板，怕他们不自在。”妻子马
凤实为此也埋怨过：“咱家就是你们邵
原的驻郑办事处。”

乡情归乡情，但是为案件说情打
招呼的事李庆军从来不干。

高中同学侯怀乐的侄子在济源跟
人打官司，想少赔点钱。别人都说，

“你和庆军关系那么好，你去找他，他
肯定管。”可是这一趟郑州之行，让侯
怀乐的颜面尽失。李庆军说：“案情分
析上我可以帮你，但是不能通过以上
压下的方式去打招呼，这绝对不行。”
老同学满怀希望而来，失望而归。“当
时还气他不近人情，后来理解了，庆军
坚持原则是对的。”侯怀乐说。

不仅是同学、发小，连老师甚至亲
舅舅为案件找他“开后门儿”，李庆军
也一概拒绝。有一次，他的二舅为一
起案件，专门去郑州找他两趟，希望他
能给老家的法院打个电话，事情走个
捷径了结了。李庆军从法律角度仔细
帮舅舅分析问题，就是不肯打电话说
情。为这，舅舅好长一阵儿都想不通。

（下转第八版）

坚守初心，他用生命践行使命
——追记全国模范法官、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李庆军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7 月 25
日，省委书记王国生在郑州会见来豫
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第 27轮谈判各国首席谈判代表和贸
易谈判委员会主席伊曼·庞巴尤。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谈判是由东盟发起，包括东
盟 10 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和印度共 16 个国家的超
大型区域自贸协定谈判。

王国生代表河南省委、省政府和

一亿河南人民，向伊曼·庞巴尤主席
和各位首席谈判代表表示欢迎，并向
他们重点介绍了对外开放情况。

伊曼·庞巴尤代表各国首席谈判
代表对河南的大力支持和服务保障
表示感谢，他相信在美丽的郑州举行
这样具有重大意义的谈判一定会取
得令各方满意的成果。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
副代表王受文，省领导穆为民、徐立
毅、何金平参加会见。③6

7月 25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
以多种形式浓墨重彩讲述了河南的出彩故事，晒出了亿万中原儿
女共同创造的“出彩”成绩单，文章、视频等“刷爆”朋友圈。

王国生会见来豫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第27轮谈判各国首席谈判代表

河南省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
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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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