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2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

投资贸易洽谈会今日开幕

河南的发展，从来与黄河息息相关。黄

河，曾在这里孕育出灿烂的华夏文明；黄河，

也在这里留下一次次深重的灾难。

从三门峡灵宝段入境，到濮阳台前段出境，黄河流经

三门峡、济源、洛阳、焦作、郑州、新乡、开封、濮阳7个省辖

市和1个省直管市，在河南境内全长711公里。沿黄地区

既是我省经济发展较快区域，又是生态脆弱区域。

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下，人们更

加关注黄河的命运，关注她的缺水、多沙、灾害严重等生态

问题。

如何让母亲河肌体更健康、容颜更美丽？从今天起，

本报将推出“走黄河 看生态”系列报道，刊发记者来自黄河

岸边的观察和思考，回应读者对母亲河的关切。③9

编者按

□本报记者 方化祎 赵力文 王小萍

从涓涓细流汇聚为浊浪滚滚的滔
滔大河，九曲黄河冲出晋陕峡谷，奔腾
南下，流经晋陕豫三省交界的潼关附
近，拐了九十度的大弯，掉头向东，进入
河南，开启泱泱大河驰骋中原大地的旅
程。

这片黄河湿地全省最大

8 月 27 日，记者来到了滚滚黄河
入豫第一村——灵宝市豫灵镇杨家
村。滩涂泥泞，野草丛生，无法靠近河
边，不得不借助航拍工具来观察。一架
无人机腾空而起，传来了宏大壮美的航
拍画面：“黄龙”蜿蜒在墨绿色地毯上，
大片深黄色的沙洲若隐若现，远处的风
陵渡大桥飞架两岸……

如果把镜头切换到近地面观察：
“黄龙”是开阔水面，墨绿色地毯是杂草
丛生的老滩、黄土塬及大堤内的丘陵山

地，深黄色的沙洲则是浅水嫩滩沼泽。
俯瞰黄河三门峡市段，大片的湿地极其
亮眼。河道上的沼泽、沙堤及季节性淹
水沼泽地，平均宽 3公里，某些地域可
达5公里，东西长达205公里。

大片湿地是野生动植物生长栖息
地，正是意识到这片湿地弥足珍贵，
1995年，当地建起省级三门峡黄河库
区湿地自然保护区。2003 年 6月，经
国务院批准，建立了横跨三门峡、洛阳、
济源、焦作4市的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其中，三门峡段总面积
2.85 万公顷，占整个保护区总面积的
42%，是河南省面积最大、类型最多样
的湿地自然保护区。

别把沿岸湿地“挤占没了”

上世纪，治黄重在防洪、引水。进
入新世纪，护佑沿岸湿地日益得到重
视。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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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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

距离

迎民族盛会 庆70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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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闻发布厅

本报讯（记者 李铮 马涛）9 月 5
日，以“智能制造、引领未来”为主题，
由两岸企业家峰会主办的 2019 两岸
智能装备制造郑州论坛隆重开幕。

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
郭金龙出席，大陆方面副理事长张平、
台湾方面副理事长邱正雄出席并致辞。

省委书记王国生出席并致辞，省
长陈润儿出席。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裴
金佳，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彭华岗出
席并致辞。

张平代表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
面理事会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向
来自海峡两岸的各界朋友表示欢迎。
他在致辞中说，河南是中华民族和华
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悠久、文化

厚重。河南装备制造产业规模位居全
国第一方阵，正在实现由装备制造大
省向装备制造强省的华丽转变。两岸
企业家峰会在郑州举办论坛，通过论
坛报告、专题推介、产业对接、参观考
察等形式，共同商讨两岸装备制造融
合发展大计，意义重大。希望两岸企
业以此为契机，聚焦智能制造，为两岸
产业合作开辟新空间；利用互补优势，
推动两岸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树立
必胜信心，携手应对全球经济领域挑
战；发挥作用，培育好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智能装备制造品牌，打造好两岸智
能装备产业基地，更好地推进两岸智
能装备制造融合发展。今后，峰会将
进一步发挥企业交流民间平台优势，
为两岸产业合作牵线搭桥，为促进两
岸发展出谋献策，推动两岸企业互利

双赢、共同发展。
邱正雄在致辞中说，连续两年举

办的两岸智能装备制造郑州论坛，参
加的企业多，取得的成果大，已成为两
岸装备产业链接国际发展的好平台、
提升产业水平的大舞台。河南位于大
陆中部，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
实，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支点。近年来，河南大
力推动豫台经济交流合作，出台了“惠
台 60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已成为
台湾装备企业在大陆的投资热土。希
望两岸企业利用好这次论坛，在中原
这片热土上加深交流合作，共同发展
壮大。

王国生代表河南省委、省政府对出
席论坛的嘉宾表示欢迎，对关心支持河
南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在致

辞中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努力推动经济大省迈向高质量
发展。这次论坛，两岸企业家和各方嘉
宾齐聚郑州，围绕“智能制造、引领未
来”主题，以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
效为主线，共叙乡情、共谋合作、共话未
来，共商智能装备产业发展大计，必将
为高质量发展增动力、为深化合作添活
力，开启两地交流、交往、合作的新局
面。智能制造引领未来，引领的是先
进制造，最能促进转型发展。希望豫
台两地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推动
要素流动和高效集聚，共同提升产业
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挺起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的脊梁。引领的是智能创
新，最能促进科技变革。希望我们进
一步融合双方需求，（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 9月 5日电 近日，中央“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
开展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指导意见》，指出第二批主题教育要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部署要
求，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任务，全面把握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坚持抓思想认
识到位、抓检视问题到位、抓整改落实到位、抓
组织领导到位，充分借鉴运用第一批主题教育
成功经验，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解决违背初
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努力实现理论学习有收
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
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

根据意见，第二批主题教育从2019年 9月
开始，到11月底基本结束。主要包括中管高校
和其他高等学校，市、县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和企
事业单位，乡镇、街道和村、社区，非公有制经济
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基层组织，未参加第一批
主题教育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中管金融企业、中
管企业的派出和分支机构。

意见强调，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要围绕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
条主线，引导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以理论滋
养初心、以理论引领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突出问题导
向，既着力解决党员、干部自身存在的问题特别
是思想根子问题，坚守理想信念、初心使命不动
摇，又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以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取信
于民。要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先学
先改、即知即改，示范带动广大党员、干部的学
习教育。要把主题教育与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历史、不
忘初心，始终保持奋斗精神和革命精神，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
战，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意见指出，要突出抓好县处级以上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主题教育。要聚焦主题主线，紧
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重要论述，开展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
视问题、整改落实。要统筹推进四项重点措施，
把学和做结合起来，把查和改贯通起来，推动学
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有机融
合、贯穿始终。要上下联动抓好专项整治，按照
中央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关于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开展专项整治的通知》和各
专项整治实施方案，把专项整治贯通于两批主
题教育，持续推进，务求实效。

（下转第五版）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
日对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作出重要指
示，向受表彰的全国道德模范致以热烈
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之际，中央文明委评选表彰新一届全国

道德模范，这对倡导好风尚、弘扬正能
量、促进全社会向上向善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全国道德模范体现了
热爱祖国、奉献人民的家国情怀，自强不
息、砥砺前行的奋斗精神，积极进取、崇
德向善的高尚情操。要广泛宣传道德模

范的先进事迹，弘扬道德模范高尚品格，
引导人们向道德模范学习，争做崇高道
德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维护者、美好生
活的创造者。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
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深化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下转第五版）

本报讯（记者 李铮 李凤虎）9月
5日，河南公安“砺剑·2019”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大庆安保誓师暨警务实战
演练在中牟举行。省委书记王国生
观摩演练并作动员讲话。省政协主
席刘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喻
红秋以及黄强、徐立毅、胡永生、王保
存、舒庆、胡道才、徐元鸿等省领导同
志出席。

中原警营大练兵，满腔忠诚保大
庆。河南公安沙场点兵，利剑出鞘，下
午 3 时许，演练正式开始。来自全省
各地的 5600 余名公安民警先后进行

了综合搏击技能展示、特种战术射击、
特种驾驶技能与车队护卫战术、极限
综合体技能展示、“一村（格）一警”网
格化警民联动实战等课目演练。在演
练现场，公安民警庄严宣誓并齐唱《中
国人民警察警歌》。

王国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
公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党
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公安机关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始终坚持
政治建警，始终牢记为民初心，始终
践行职责使命，战胜了一个个挑战，打

赢了一场场硬仗，不愧为捍卫国家安
全的坚强柱石，不愧为维护社会安定
的忠诚卫士，不愧为保障人民安宁的
公安铁军。

王国生指出，做好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庆安保工作，统筹做好全国民
族运动会安保工作，是党和人民交给
我们的重大政治任务，是我们必须担
负的神圣使命。他勉励公安民警，要
牢记初心、践行使命，以铁一般的理
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
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切
实在这场大考中经得起检验。要担

当作为、敢打敢拼，树牢底线思维，强
化斗争精神，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
求，全面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深入
抓好各项安保维稳措施落实，为党和
人民再立新功。要严明警纪，展示形
象，严格落实“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服从命
令、听从指挥，公正执法、文明执勤，
充分展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必胜的威武之师、精锐之师形象，以
过硬本领、顽强作风和扎实业绩接受
党和人民检阅，坚决打好大庆安保这
场硬仗。③9

习近平对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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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 引领未来

2019两岸智能装备制造郑州论坛开幕
郭金龙出席 张平邱正雄王国生致辞 陈润儿出席

王国生在公安机关“砺剑·2019”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安保誓师暨警务实战演练上勉励公安民警

树牢底线思维 强化斗争精神
坚决打赢大庆安保这场硬仗

刘伟等出席

洛阳目前已拥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 74家，
博物馆总数和三级以上博物馆数量均居全省第一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河洛大地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生产总值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1.65亿
元跃升到2018年的4640.8亿元

●全口径财政收入从 13.3 万元跃升到
691.8亿元

●城市区从4.5平方公里、6.8万人口的小
城，发展成建成区面积达 218.2平方公里、
225万人口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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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
河南自贸试验区洛阳片区在全省率先实现

“网上可办”和“一网通办”100%达标

发展新优势
新增创新主体3420家、创新平台 1059个

截至 2018 年春节前，全市 5.9万名山区贫
困群众全部搬了新家、立了新业

三门峡篇

制图制图//周鸿斌周鸿斌

倾力描绘“人水和谐图”

黄河流经三门峡市⑨黄河流经三门峡市⑨33 张明云张明云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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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