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庆祝大会、阅兵式、群众游行

10 月 1 日，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庆祝大会后将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

群众游行。阅兵式规模比庆祝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60 周年

阅兵和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阅兵更大

★首都国庆联欢活动

10 月 1 日晚，在天安门广场举办首都国庆联欢活动，党

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联欢并观看文艺演出和

焰火表演

★颁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颁授仪式，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和保卫国家中作出重大贡献、建立卓越功勋、道德品

质高尚、群众公认的杰出人士，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

人，在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道德品质

高尚、群众公认的杰出人士，分别授予“共和国勋章”“友谊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亲自颁

授勋章、奖章，签发证书

★缅怀英烈

9月 30日烈士纪念日，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

念碑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党和国家领

导人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参加

庆祝活动突出礼敬先驱先烈和共和国建设者

★国庆招待会和文艺晚会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名义，在人民

大会堂举办盛大国庆招待会，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形

式呈现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文

艺晚会《奋斗吧 中华儿女》

★其他庆祝活动

9月起，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周年大型成就展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颁发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纪念章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取得的辉

煌成就为主要内容，制作播出大型文献专题片

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为题

材，发行一套纪念币和一套纪念邮票

（综合自新华社）

HENAN DAILY

第24792号
今日16版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 41—0001 邮发代号：35—1

2019年8月 日
星期五 己亥年八月初一

30

·
新闻发布厅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今年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首都北京
将举行隆重热烈的庆祝活动。8 月 29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国庆70周年活动的有关情况。

活动将充分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年来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
贵经验，突出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
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
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激励和动
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袁楠）日前，河南省人民政府
印发《关于撤销长垣县设立县级长垣市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称，
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我省撤销长垣县，设
立县级长垣市。

根据《通知》，县级长垣市将以原长
垣县的行政区域为长垣市的行政区域，
长垣市人民政府驻蒲西街道人民路368
号。长垣市由省直辖，新乡市代管。

长垣属河南省直管县（市），县域面
积1051平方公里，耕地86万亩，人口88
万，辖11个镇、2个乡、5个街道和1个省
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596个建制村，2
个居委会。长垣享有中国起重机械名
城、中国卫生材料生产基地、中国防腐蚀
之都、中国第一个厨师之乡和中华美食
名城等美誉，是全国文明县城、国家卫生
县城、国家园林县城。③8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8 月 29
日，按照中央和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要求，省政协党组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围绕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对照”“四个找
一找”的要求，盘点收获、检视问题、
深刻剖析，明确努力方向，在新时代
新征程中做出政协新样子。省政协
主席、党组书记刘伟主持会议并作总
结讲话。

会前，省政协党组深入学习研
讨，多方征求意见建议，广泛开展谈
心谈话，深刻对照检查，认真撰写对
照检查材料，为开好民主生活会做了
认真准备。

会议传达了省委常委班子专题
民主生活会精神，刘伟代表省政协党
组作检视剖析，并首先作个人检视剖
析，党组成员钱国玉、周春艳、谢玉
安、刘炯天、王树山逐一进行个人检
视剖析。大家紧扣主题吐露心声、碰
撞思想、查找问题、深挖根源，进行交
流交锋交心，形成共识共振共勉，达
到了预期效果。

会议认为，这次民主生活会以省
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为标杆，具有
思想重视、准备充分、检视认真、剖析
深刻、批评严肃、整改到位的特点，必
将对加强省政协党组自身建设进而加
强新时代政协党的建设起到有力推动

作用。会议强调，要强化理论武装，坚
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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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政治
品格，增强树牢“四个意识”、做到“两
个维护”的政治自觉，始终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抓好整改落实，
实现主题教育成果的最大化；履行党
建责任，推动政协党的建设高质量发
展；加强作风建设，打造坚强有力担当
作为的领导班子，为推动政协工作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李英杰、高体健列席会议。省纪
委监委、省委组织部有关同志到会指
导。③5

长垣撤县设市 省政协党组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刘伟主持并作总结讲话

本报讯（记者 屈芳）按照中央部
署和省委安排，8月 29日，省政府党组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
活会，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对照”“四个找
一找”的要求，淬炼自我革命精神，砥砺
思想政治品格，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坚
定担当历史使命。省长、省政府党组
书记陈润儿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省政府党组对开好这次专题民主
生活会高度重视。会前，各位党组成
员做了认真准备，进行深入学习、广泛
征求意见、开展谈心谈话、认真梳理查
摆、深刻对照剖析，为开好民主生活会
打下了基础。

会上，陈润儿首先代表省政府党
组作对照检查，并带头作个人检视剖
析，黄强、舒庆、戴柏华、何金平、武国
定、刘伟、朱焕然等省政府党组成员逐
一进行个人检视剖析，每位同志发言
后，其他同志直奔问题，坦诚提出批评
意见。

会议指出，开好民主生活会是严
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必然要求，也是锤炼
党性、查摆问题、改进工作的重要契
机。这次民主生活会通过开展严肃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了洗礼思想、砥
砺品格、提升境界、锤炼作风的目的。
要充分运用好会议成果，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作为终身课题，进一步带头
强化理论武装，进一步带头做到“两个
维护”，进一步带头树牢宗旨意识，进一
步带头增强责任担当，进一步带头保持
清正廉洁，以自我革命精神持续加强省
政府党组建设，更好地担负起推动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要把狠抓问题
整改作为巩固提高主题教育成效的重
要措施，对照清单抓好全面整改、对照
目标抓好分类整改、对照责任抓好彻
底整改，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河
南落地生根。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
切实把主题教育迸发的激情引导到发
展上来、增添的动力汇集到发展上来、
整治的成效体现到发展上来，确保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持续稳定向好。

中央第一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
导。副省长霍金花列席会议。③8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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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开幕还有9天

距离

迎民族盛会 庆70华诞
▲8月29日，漯河市源汇区关

工委和顺河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在指导青少年书写传承好家风的书
信。连日来，该区组织广大青少年
以写信的形式，把优秀的家风记录
下来、传播开来。⑨6 尤亚辉 摄

习近平将亲自颁授“共和国勋章”

本报讯（记者 宋敏）8月 29日，记者
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期间，郑州市西
南区域部分高速路段和收费站将根据情
况采取临时管制措施，管制时间主要集
中在9月8日和9月16日。

为保障体育赛事顺利进行，第十一
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期间，郑州市部分道
路和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及周边区域
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比如新田大道（陇
海路至中原西路段）不含本路以东、中原
西路（西四环快速路至凯旋路段）不含本
路以南、雪松路（中原西路至陇海快速路
段）含本路以西、陇海快速路（西四环快
速路至凯旋路段）不含本路以北的合围
区域及区域内道路实施交通管制。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期间，郑
州绕城高速科学大道站至轩辕故里站
之间、郑少高速郑州市区段和相关收费
站将视情况进行交通管制，可能会导致
郑州西南路段、收费站出现短时但范围
较大的拥堵情况。同时，受交通管制影
响，部分车流将分散至郑州北部及东部
高速路段、收费站，预计连霍高速、京港
澳高速和机场高速进出市区的车辆将
明显增多，部分收费站拥堵现象可能会
有所放大。③5

本报讯（记者 栾姗）8月 29日，记
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2019年河南
省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工作要点》（以
下简称《要点》）印发，提出构建“一区
两轴两廊”为主体的空间发展格局，引
领推动淮河干流绿色发展带、中西部
内陆崛起区建设。

据了解，2018 年国务院批复《淮
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为沿淮城市
提供了绿色发展、创新发展的重大契
机。我省抓住和用好国家建设淮河生
态经济带的战略机遇，推动淮河流域
信阳、驻马店、周口、漯河、商丘、平顶
山6市和南阳桐柏县等生态经济建设，
构建“一区两轴两廊”为主体的空间发
展格局，其中“一区”指淮河生态经济带
内陆崛起引领区，“两轴”指沿京广线、
京九线两大发展轴，“两廊”指沿淮河干
流、重要支流两大绿色生态走廊。

支持商丘、永城建设运河遗产周
边景观林带和森林旅游休闲康养产业
廊道；加快推进平顶山、商丘“海绵”城
市试点建设；支持信阳市牵头成立淮
河上游旅游发展城市联盟，联合打造
淮河旅游知名品牌……《要点》围绕空
间发展格局，针对污染防治以及水资
源保护和利用，努力探索一条产业发
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新型现代产业
化之路，避免地方因为发展而走上牺
牲环境的“歪路”。

“没有淮河的一河碧水，沿淮城市
就失去了生态保障、环境支撑。”省发展
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点》将“生
态”设置为建设的前置条件，做足水文
章，从污染防治、基础建设、产业转型、
乡村振兴、公共服务、开放合作、体制机
制7个方面综合发力，以此来实现沿淮
城市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③5

《2019年河南省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工作要点》印发

构建“一区两轴两廊”空间发展格局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期间

郑州部分高速路段和
收费站临时交通管制

2019年上半年

全省接待游客4.9亿人次

旅游总收入5150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8.5%、19.2%

在“老家河南”邂逅“诗和远方”

全省初步构建了省、市、县、乡、村五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2018年
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营收

达到3617.2亿元
连续13年增速高于

同期GDP增速

建成各级

公共图书馆

160个

文化馆

205个

公共博物馆、纪念馆

33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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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10月 1日举行
还将举行盛大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等庆祝活动

05│时事

05│时事

习近平会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把握好时和势，引领好中菲关系发展

“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
纪念章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