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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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

距离

迎民族盛会 庆70华诞

第第2222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

投资贸易洽谈会投资贸易洽谈会明日开幕明日开幕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发展有温度 幸福有质感
洛
阳

系列
特刊中原出彩新画卷

详见09~34版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从两
年前洛河岸边的乱石堆、沙石场，到
如今令市民向往的休闲场所，这一

“华丽变身”让文博体育公园成为洛
阳“网红打卡地”。

“大家非常喜欢这个公园，不光有
美丽的景色，还有体育健身场地、儿童
游乐设施和城市书房等，内容丰富又
有特色。”9月4日，65岁的洛阳市民王
宪章说，这几年，洛阳的小游园、城市
书房越来越多，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小游园连着大民生。一个新公
园的变化，反映的是洛阳现代城镇
化进程中的温度，折射着新发展理
念的落地生根。

“ 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进入“十三五”以来，洛阳市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工
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要求，围绕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着力发挥优势打好

“四张牌”，确定了九大体系、两大攻
坚战的“9+2”工作布局，提出了“四高
一强一率先”奋斗目标，奏响了转型
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最强音。

经济实力不断提升。近年来，

洛阳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主要
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并稳居
全省第一方阵。今年上半年，GDP、
服务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金融
机构贷款余额增速跃居全省第一。

产业结构更优。构建“五强六
新五特”现代产业体系，统筹推进稳
增长、调结构、促转型，三次产业比
重达到 3.8∶45.9∶50.3，“三产超二
产”，产业结构实现历史性跨越。

（下转第三版）

根据统一部署，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赴河南省督查组近期开展脱
贫攻坚实地督查。督查期间为2019年 9月 4日—10日，每天上午9点—12
点，下午2点—5点受理举报，电话：12317。特此公告。

公 告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赖小青 刘华山

滑清泉 周由

简约庄重、不辱使命，8月 20日，
历经上万名参建人员 200多个日夜的
持续奋战，豫南大地上熠熠生辉的“金
芝麻”——驻马店国际会展中心终于
如期交付。

在即将召开的第 22 届中国农产
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上，这座白
芝麻造型、寓意“芝麻开花节节高”的
驻马店市新地标、市委市政府的“一
号工程”将敞开大门，喜迎来自近 50
个国家和地区的 7000 余家企业和逾
4 万名客商，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
赢未来。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在加速推进

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
兴聚力赋能的使命前，如何把美好的
蓝图转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必须找
准一个“弯道超车”的发力点。

驻马店选择的这个发力点就是
“农”字。

身处推进新时代“三农”工作的大
潮中，“农业大市”驻马店，从“田野”开
始，从“农”字破题，深耕农产品加工
业，拉长农业产业链条，提高农业附加
值，推进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的跨

越，让农业真正成为一个强市富民的
产业，走出一条以“农”定“工”、以“工”
促“农”、工农互动和谐发展的新路。

农产品加工业界的“金
字招牌”越擦越亮

从全国“十大”食用菌生产基地
县、全国花生种植第一大县、全国白
芝麻生产大县，到全国最大调味品生
产基地、全国最大芝麻油生产基地，

再到千亿级食品产业集群，在驻马店
各县区，和“农”字相关的牌匾多得格
外亮眼。

不仅如此，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驻
马店的第一大产业：目前全市省级农业
产业化集群达21个，居全省第1位；培育
新型农业产业化联合体23家，其中市级
以上重点龙头企业370家，农产品加工
企业1685家，年产值1600多亿元。

但要说驻马店与“农”字有关的最
亮的一块“招牌”，非中国农产品加工
业投资贸易洽谈会莫属。这不仅是我
国目前唯一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主题的

“5A”级展会，更是世界农产品加工业
信息技术交流、项目投资洽谈、贸易对
接合作的重要平台。

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因“农”
而旺。（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9月 4日电 在中国外文
局成立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
辛勤工作在国际传播一线的中国外文局全
体干部职工，向关心支持中国国际传播事
业的外国专家和友人，致以诚挚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中国
外文局对外全面宣介中国发展变化，积极
促进中外友好交流，为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中国同世界

的联系日益紧密。希望中国外文局以建
局70周年为新的起点，把握时代大势，发
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加快融合发
展，不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水平，努力
建设世界一流、具有强大综合实力的国际
传播机构，更好向世界介绍新时代的中
国，更好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

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读懂中国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4日上午，庆祝中国外文局建局 70
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会上宣读
习近平的贺信并讲话。他说，习近平总
书记的贺信，体现了党中央对外宣工作
的高度重视，对中国外文局的期望和嘱
托，（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冯芸）受省委书记
王国生、省长陈润儿委托，9月2日至4
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喻红秋率
河南代表团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
市考察学习，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纪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
委副书记、副政委孔星隆参加考察。

在哈期间，代表团与哈密市及兵团
第十三师进行座谈，交流对口支援工
作，捐赠援疆物资。喻红秋指出，河南
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不断深化豫疆
合作，形成了携手奋斗、共同发展的生
动局面。下一步我们要坚决扛牢援疆
政治责任，精准发力，加大投入，把新疆
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全力以赴办好，
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贡
献。要学习借鉴新疆在实践中创造的
好经验、好做法，助推中原更加出彩。

纪峥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
团党委，感谢河南长期以来给予的援
助支持，表示将进一步提升站位，主动
作为，用好优势，（下转第二版）

河南代表团赴新疆哈密市考察学习

坚决贯彻党中央治疆方略
倾情倾力做好对口支援工作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外文局成立70周年强调,不断
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水平

更好向世界介绍新时代的中国

21年盛会“锻造”善作善成新天中

9 月 4 日，郑
济高速铁路黄河特
大桥正在加紧施
工。郑济高速铁路
黄河特大桥主桥及
南引桥全长 4377
米，采用公路、铁路
上下层合建的布置
形式，设计 4 线铁
路、6车道快速路，
预计 2020 年 4 月
完工。⑨3 本报
记者 聂冬晗 摄

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本报记者 陈辉

浓烟滚滚的烈火中，一台小巧敏
捷的机器人冲锋向前，机智地穿过烟
雾准确找到火源，用大流量水炮奋力
灭火，中信重工推出的智能消防机器
人已在实战中发挥攻坚作用。

在郑州龙子湖智慧岛上，自动行驶的
宇通智能公交车在5G网络下实现了安全
行驶万公里，成为5G应用的先行者……

随着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产业变
革蓬勃兴起，融合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和
先进制造技术的智能装备产业迎来了
大发展。我省作为全国重要的制造业
大省，装备业总体规模已跃居全国第5
位，中铁装备、中信重工、宇通集团、平

高集团等一批优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抢抓智能装备产业发展机遇，推动制造
业智能化转型显得尤为迫切。

2018年，河南启动了智能制造和
工业互联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大力
实施智能装备产业升级行动，聚焦数
控机床、机器人、智能传感器、智能物
流与仓储装备四个重点领域突破一批
核心技术。省工信厅发布了首批 100
家智能装备企业培育名单，遴选出 10
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行业标志性高
端智能装备产品，认定 103 个省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努力推动本土装
备企业由“制造”向“智造”升级。

今年，我省将智能装备产业作为
转型攻坚重点产业谋划，印发了河南省

智能装备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提出经过
3至 5年努力，力争全省智能装备重点
领域产业规模超过 1000亿元，引进培
育10家左右国内领先的智能装备龙头
企业，研发 100 项标志性智能装备产
品，打造8个国内先进的百亿元级智能
装备特色园区，形成郑州、洛阳、新乡、
许昌 4 个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两岸（河
南）智能装备产业基地核心区，基本建
成具有竞争力的智能装备产业体系。

一系列支持政策取得了实实在在
的成效。目前，友嘉精密机械、格力智能
装备、新松机器人等国内外著名智能装
备企业已落户河南。国家农机装备创新
中心创建成功，11个项目入选2018年
国家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

用，全省遴选确定11个装备制造业转型
发展示范园区、6个智能装备产业园区。

智能制造引领未来。我省积极抢
抓智能制造新机遇，利用两岸智能装备
制造郑州论坛这个合作交流大平台，
优势互补、取长补短，联手台湾打造国
际竞争能力。台湾罗升集团、台湾亚
力士电脑机械股份公司的智能装备项
目落地许昌，两岸间的项目合作、技术
合 作、人 才 合 作 不 断 结 出 新 硕 果 。
2019两岸智能装备制造郑州论坛9月
5日—6日隆重召开，海峡两岸的政商
学研人士齐聚郑州，共商新时代两岸智
能装备产业发展大计，必将有力推动河
南打造国内先进的智能装备产业集群，
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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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开封成就中州明珠 02│要闻

贫困发生率从 2013 年年底

的4.65%降至1.46%

2018 年及今年上半年全市进

出口总额增速均居全省第1位

以文旅产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

经济的贡献率达到50.6%

全市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的比重持续保持在70%以上

详见05时事

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伟力
04│要闻

本报讯（记者 李铮）9月 4日，在
2019 两岸智能装备制造郑州论坛开
幕之前，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陈润儿
在郑州会见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方副理
事长邱正雄等来豫参会嘉宾。

王国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
嘉宾表示欢迎，他说，这几天，河南的
喜事大事多，在我们喜迎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召开之际，又迎来
第二届两岸智能装备制造郑州论坛
的召开。今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周年纪念会
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是指引新时代对
台工作的纲领性文献。近年来，河南
充分发挥根亲文化等优势，不断深化
对台交往和经贸合作。去年春天，在
两岸企业家峰会的共同倡议下，我们
成功举办首届两岸智能装备制造郑
州论坛，创造了两岸产业合作新机
遇。河南以此为契机，坚持以智能制
造为引领，不断深化智能改造、绿色
改造和技术改造，加快制造业转型攻
坚，装备制造、食品两个万亿级产业

质量有了新提升，以洛阳动力谷、中
原电气谷为代表的 19个千亿级制造
业集群不断壮大，全省经济保持良好
发展势头。

王国生说，这次两岸智能装备制
造郑州论坛，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希望双
方以这次论坛为契机，主动融入新一
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发挥各自优势，深
化交流合作，以智能制造为方向，共同
推动装备制造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

邱正雄对近年来河南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他说，河南
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区位优越，智能
制造业发展势头很好、潜力巨大。希
望两岸企业家利用此次机会，持续对
接，深化合作，在智能装备制造领域共
同发展、共创双赢。

孙守刚、徐立毅、刘伟等省领导参
加会见。史济春、王宪等大陆方面两
岸企业家峰会嘉宾，陈瑞隆、徐爵民等
台湾方面嘉宾参加会见。③9

王国生陈润儿会见邱正雄等2019
两岸智能装备制造郑州论坛嘉宾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思想道德建设
关心关爱道德模范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