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屈芳）8月 1日，省
长陈润儿在省生态环境厅主持召开污
染防治工作座谈会，强调要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动力，坚持问题
导向，抓住重点环节，加大工作力度，
坚决稳住三季度、盯住四季度、守住全
年目标，推进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座谈会上，省生态环境厅汇报了
污染防治工作整体情况，发改、工信、
住建、市场监管等部门分别就“双替

代”供暖推进、散乱污企业治理、扬尘
治理、散煤燃烧治理等作了发言。

陈润儿与大家一起分析形势、寻
找差距、研究问题，听取意见建议。
他对污染防治攻坚取得的成效予以
肯定，同时指出也面临着巨大压力，
这一压力来自与周边省市的差距、与
自身目标的差距、与群众期盼的差
距。做好下半年污染防治工作必须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紧紧抓住重点环
节，做到目标不变、决心不移、阵脚不

乱，稳住三季度、盯住四季度，确保完
成全年治理任务。

陈润儿提出，要坚持点面结合。
既要抓好“点”，聚焦重点源头、重点
行业、重点区域；又要抓好“面”，立足
限标、限域、限时加强散污企业治理，
按照先点后面、先城后村、先北后南
做好散煤取暖改造，着眼施工、垃圾、
交通、农业扬尘确保散尘控制到位，
把“三散”治理作为完成全年目标的
重点任务抓实抓好。

陈润儿强调，大气污染防治是一
项系统工程、是一场啃硬骨头的攻坚
战，必须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形成合
力。要坚持上下联动，着力解决好“上
热下冷”“上硬下软”“上实下虚”的问
题，在明责、尽责、问责上下更大功夫，
确保责任到位；要坚持标本兼治，既要
防止重生产轻污染，又要防止重环境
轻发展，依法对标解决好环境治理问
题，不断回应百姓对美好环境的期待。

黄强参加座谈。③9

本报讯（记者 宋敏）盛夏时节，
清洁能源“大动脉”迎来工程建设新
进展。7月 30日，方城县清河镇后
楼村村外的田野中，一座崭新的银
色电力铁塔稳稳矗立在水泥基础
上，几十名身着橘红色工装的电力
工人冒着高温，忙着组立铁塔。这
里是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以下简称“青豫直
流”工程）河南段首基铁塔组立试
点，标志着该工程河南段全线进入
铁塔组立阶段。

“青豫直流”工程起于青海省海

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止于河南省
驻马店市上蔡县，是全世界第一条
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设的特高压
通道。该工程建成投运后，每年可
向我省输送清洁电能 400 亿千瓦
时，约占我省全社会用电量的十分
之一，对于满足负荷紧张区域用电
需求，助力脱贫攻坚、大气污染防治
等具有重要意义。

“青豫直流”工程包括换流站工
程、线路工程等，河南段途经南阳、
平顶山、驻马店3市 10县区，其中线
路工程全长374.575公里，新建铁塔

785基；换流站配套接地极线路全长
105.1公里，新建铁塔 293基。除了
涉及范围广，这条输电线路施工难
度也不小。它一共跨（钻）越特高压
线路 3条、110千伏至 500千伏线路
58条；跨越铁路 6次，跨越高速公路
10次。

为了我省人民群众能尽早用上
来自西北的清洁电，省电力公司抓
紧组织建设管理、施工单位及时开
展组塔试点。目前，各标段铁塔组
立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该工程计划
2020年河南段线路全线贯通。③8

□刘婵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让郑州按下了

“快进键”，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势”。从

河之洲到郑中心，开放新优势不断汇聚，

发展新空间不断扩大。

遥看中原大地，“硬优势”更

优，软实力趋强：工业体系日渐齐

全，“人才红利”持续喷涌，“五区”

联动，“四路”协同，河南人的观念

越来越新、眼界越来越广、知识水

平越来越高，也就有了从 0 到 1、

无中生有的颠覆式创新，从 1 到 N、有中

生优的迭代式飞跃。

商界流传着一句话，企业家的视野决

定着企业的边界。新空间就在永无止境

的拓展中。当制衣企业根据消费端的大

数据进行定制生产，新在前所未有；当无

人码头实现全自动化集装箱运行，新在效

率惊人；当共享经济刷新着人们的消费体

验，新在不可估量。辩证地看，眼前的短

板劣势也蕴藏着发展空间，创造

更好的营商环境以赢得主动、取

得优势，引来的定会是更优的人

才、更好的项目、更多的资金。

上世纪 80 年代，河南没有一

条高速公路，谁能想到，今日大笔

如椽高铁已成米字、织密航线成

网丝路通达全球？新理念、新业态、新技

术、新产品加速孕育、快速成长，恰与高

质量发展无缝对接，必将为中原更加出

彩铺就坚实路基。3

本报讯（记者 刘勰）7月 30日，省委
政法委召开省辖市党委政法委书记会
议，深入贯彻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政法领
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议精神，认真落
实省委政法工作会议、全省公安工作会
议部署，总结上半年工作，分析研判形
势，安排部署下半年工作。

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喻红秋出
席会议并讲话。

喻红秋指出，今年以来，在中央、省
委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各级政法机关忠
诚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有力维护了
国家政治安全和全省社会大局稳定。要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进
一步坚定做好政法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要准确把握形势，强化底线思维，时刻保
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切实做好防风
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

喻红秋强调，要紧盯重点关键，强
化责任担当，抓实扛稳政治责任，坚决
捍卫国家政治安全，为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着力防范化解
风险，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纵深推
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确保人民安宁；
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着力提升社会治
理水平；全面排查整治公共安全隐患，
营造安全发展环境；扎实推进政法领域
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巩固扩大改革成
果，努力以党和人民满意的新业绩迎接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要突出政治建设，
践行初心使命，牢记职责使命、做到绝
对忠诚，践行根本宗旨、做到真心为民，
保持昂扬斗志、做到勇于担当，严守纪
律规矩、做到清正廉洁，锻造一支忠诚
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

会上，各省辖市党委政法委汇报了
上半年工作情况及下步工作打算。③4

陈润儿主持召开污染防治工作座谈会强调

坚持问题导向 抓住重点环节 加大工作力度
推进大气污染深度治理促进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青豫直流”河南段开始组塔
建成后每年可向我省输送清洁电400亿千瓦时

新优势与新空间
——塑造河南之“势”②

省辖市党委政法委书记会议召开

聚焦重点关键 强化使命担当
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8月 1日，郑州市郑东新区北龙湖水上基地，我省参加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龙舟项目比赛的 48名男女队员正在刻苦训练。据了
解，9月8日至16日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龙舟、独竹漂比赛项目将在该水上基地进行。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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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已定

浇灌友谊之花
收获成长之果

——2019年豫哈青少年
夏令营活动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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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帆高扬 深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习近平出访欧洲，首站意大利！”3月下旬，
习近平主席开启访欧行程之际，意大利主流媒体
第一时间发出报道。

这是2019年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意大利、
摩纳哥、法国，6天5夜、3国 5城，欧洲之行为中欧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动力。

从北京燕山脚下、妫水河畔，到吉尔吉斯斯坦
楚河谷地、塔吉克斯坦吉萨尔谷地，从俄罗斯莫
斯科克里姆林宫，到朝鲜平壤锦绣山迎宾馆……
回看习近平主席繁忙的外事日程，人们更能体会
一个大国领袖“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深沉情
怀，更能理解一个世界级领导人“走四方固然辛
苦，但收获是‘朋友圈’越来越大”的使命担当。

以元首外交为引领，通盘谋划大国、周边、发
展中国家、多边外交，不断完善外交总体布局，这
短短半年，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生动缩影。

这是引领大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坚定步伐——
6月 5日，克里姆林宫 2层乔治大厅灯火通

明。习近平主席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从数十米长的红毯两端相向走来。
再一次紧紧握手，再一次热情问候。这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以来

第 8次访问俄罗斯、第 31次同普京总统会晤，如此高频次的元首外交在当代国际关
系中实不多见。

见证各自母校向对方颁授名誉博士学位，出席对方国家举办的一系列大事、喜
事……6年间，两位领导人不拘一格的丰富互动，成就了中俄友谊的一段段佳话，而
他们之间的友谊无疑也成为中俄战略关系的重要保障。

此访期间，两位领导人共同签署中俄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关于
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开启了中俄关系更高水平、更大发展的新时代。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大国肩上都承担着特殊责任。”习近平主席洞观
天下，通过此行发出明确信号：中俄深化互信协作的共识牢不可破，中国倡导互利共
赢的信念坚不可摧！

这是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交往的坚定步伐——
6月 20日至 21日，习近平主席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在中朝建交 70周年重要

节点，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进一步发展中朝关系深入交换意见，共同开启中朝友
谊崭新篇章。

周边地区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发展好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
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贯方针。

6月中旬中亚之行，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塔吉克斯坦总
统拉赫蒙分别签署中吉、中塔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两位总统
还分别向习近平主席授予各自国家最高奖章；

6月下旬大阪之行，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国领导人就推动中日关系进一步
改善发展达成10点共识；

半年间，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同30多位周边国家领导人会见会谈，亲
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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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月 29日傍晚，国家主席

习近平乘专机回到北京，结束了赴日本

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峰

会的行程，也为这个繁忙的“外交月”画

上圆满句号。

纵观上半年，既有半个多月里主持

或出席 3场主场活动，又有一个月内 4

次出访、出席4场重要国际会议，习近平

主席的“忙碌指数”不断刷新。

国际形势风云激荡、变乱交织；元首

外交穿云破雾、引领航向。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

主席以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宏大视野和战

略思维，运筹帷幄、布局落子，引领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不断开拓新局面，让世界看

到一个负责任东方大国的格局与担当。

□新华社记者 刘华 郑明达 吴嘉林

本报讯（记者 李铮）7月 31日至
8月 1日，省委书记王国生在驻马店
调研时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以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
强大动力，时刻保持不获全胜决不收
兵的拼劲和韧劲，以钉钉子精神坚决
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王国生一行走进贫困农户、企业
车间、田间地头，与贫困群众、扶贫干
部和带贫企业负责人进行交流，围绕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进行调研。确
山县竹沟镇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中
原局旧址，人称中原“小延安”。近年
来，该镇依托返乡创业人员带来的经

验与技术发展提琴制造产业，产品走
向世界，市场越做越大。王国生走进
华强乐器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现场
考察提琴生产工艺，询问了解企业发
展情况，他指出，要把培育产业作为
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抓住农村
劳动力转移的新趋势，因地制宜，发
挥优势，突出特色，推动扶贫产业落
地生根、发展壮大，为打好打赢脱贫
攻坚战提供有力的支撑。

在竹沟革命纪念馆，王国生看望
了在现场参观的抗日老战士，95岁
的黄聚法向王国生展示了他的军功
章，王国生紧紧握着他的手说，广大
党员干部要学习好、传承好革命先辈

们为了人民幸福前赴后继、不怕牺牲
的精神，坚守初心、砥砺初心、践行初
心，为人民群众交上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的满意答卷。

在新蔡县狮子口村，王国生走
进贫困户时保业家中，与时保业夫
妇亲切地拉起家常，家里每月的收
入是多少，医保的报销比例是多少，
家里孩子的教育情况怎么样，在亲
切的交谈中，王国生详细询问了时
保业家庭的生产生活情况和扶贫政
策落实情况。他叮嘱有关负责同
志，要在稳定实现不愁吃、不愁穿的
基础上，深入持续地做好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保障工作，把工

作往实里做。
狮子口村驻村第一书记原玉荣

多年如一日走村入户，把群众冷暖记
在心间，受到群众称赞。王国生与原
玉荣亲切交谈，称赞她走遍千家万
户，沾满两脚黄泥，时刻保持着对人
民群众的那股亲劲，是为群众排忧解
难的知心人，是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
好干部。

王国生一行还先后来到爱必励
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大宋庄产业扶贫
孵化基地、花花牛集团新蔡瑞亚牧业
有限公司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带贫
工作情况。

喻红秋、穆为民参加调研。③4

王国生在驻马店调研时指出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
以钉钉子精神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