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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第十届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

暨2019云台山旅游节开幕还有 天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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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美鹤壁彰显无穷魅力 02│要闻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在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2
日专程前往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纪
念地，瞻仰双清别墅、来青轩等革命旧
址，参观香山革命纪念馆，观看《为新中
国奠基》主题展览，回顾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和党中央筹
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历史，缅怀毛
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
绩。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起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沿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满怀信心继
续把新中国巩固好、发展好，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参加活动。
初秋的北京，气候宜人，喜庆祥和。

12日下午，习近平从中南海乘车来到位
于北京西郊香山公园内的香山革命纪念
地视察。习近平首先来到双清别墅，瞻
仰毛泽东同志当年办公居住的地方。修
缮一新的双清别墅，保持了原有风貌，绿
树成荫，格外幽静。别墅内，办公室、会
客室、卧室、饭厅的家具陈设，床上的书
籍和墙上的《中国解放区现势图》、《最新
北平大地图》等的摆放，都一如原样。习
近平仔细察看，不时询问历史细节，对别
墅的维护、修缮和文物保护表示满意。

接着，习近平步行来到不远处的来青
轩，瞻仰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
志的办公居住地，同大家一起缅怀老一辈
革命家当年在香山工作生活情况。

离开来青轩，习近平来到香山脚下

的香山革命纪念馆，参观了《为新中国
奠基——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主题展
览。新建成的纪念馆庄重大气，“四梁
八柱”的雨棚造型寓意党中央在香山为新
中国搭建四梁八柱。28根廊柱，象征中
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28年的奋
斗历程。南广场上矗立着高 19.49米的
国旗杆，寓意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于
1949 年。主题展览由“进京‘赶考’”、

“进驻香山”、“继续指挥解放全中国”、“新
中国筹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
斗”5 个部分组成，按历史脉络，通过
800多张图片、报照、地图、表格和1200多
件实物、文献和档案，全景式生动呈现中
共中央在香山期间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
开启中国历史发展新纪元的光辉历程。

（下转第六版）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9 月 12 日，
记者从郑州海关获悉，今年前8个月，我
省进出口值 2940.6亿元，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长 1.5%。民营企业对全省外贸进
出口贡献最大，前 8个月全省民营企业
进出口增速达 16.5%，占同期我省外贸
总值的 36%，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 4.6
个百分点。经测算，民营企业对全省外
贸贡献增长率为347.4%，是拉动全省外
贸增长的主要力量。

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美国、东

盟、欧盟为我省前三大贸易伙伴，我省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保持稳定增
长。前8个月，我省对美国进出口611.4
亿元，占同期我省外贸总值的20.8%；对
东盟进出口 394.1 亿元，占比 13.4%；对
欧盟进出口337.8亿元，占比11.5%。此
外，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702.1亿元，增长7.7%。

从出口产品来看，手机为我省第一
大出口商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发制品出
口快速增长。前 8个月，我省手机出口

913.7亿元，服装、箱包、家具等7大类劳
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152亿元，农产品出
口 120.6亿元，发制品出口 76.7亿元，以
上四者合计占同期我省外贸出口总值的
83.2%。

另外，郑州、南阳和洛阳进出口值
居全省前三；驻马店、开封、三门峡增
速最快。值得一提的是，前 8 个月，我
省外贸企业数量继续增长，有进出口
实绩的企业为 7735 家，同比增加 949
家。③9

本报讯（记者 冯芸）9月 12日上
午，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民族大联欢活动在郑州市炎
黄广场举行。来自全国34个代表团
的近万名运动员、嘉宾和志愿者相聚
一起踏歌起舞，在黄河之滨唱响民族
团结友爱的动人旋律。

上午 10：40，国家民委副主任、
组委会副主席郭卫平宣布民族大联
欢活动启动。

省委副书记、组委会副主席喻红
秋在启动仪式上致辞。省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孙守刚，副省长戴柏华出
席；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
主持。

喻红秋说，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重要平台，是创新推进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的重要抓手。民族大联欢是运
动会的突出特色。各民族同胞欢聚一
堂，领略中华文化的多姿多彩，感受世
代相传的民族情谊，这必将成为各民
族兄弟姐妹守望相助的见证。相信通
过民族大联欢精彩纷呈的节目、丰富
多彩的活动、风情浓郁的展示，我们一
定会加深了解、增进感情，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汇聚起团结奋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
量。

民族大联欢活动在歌曲《一起来》

的欢快节奏中拉开帷幕。随后，蒙古族
歌曲《美丽的草原》、壮族天琴《唱天
谣》、回族歌曲《花儿与少年》、维吾尔族
舞蹈《欢乐的舞步》等富有浓郁民族特
色的节目相继上演，现场时时掌声雷
动。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
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歌曲《爱我
中华》响起，台上台下手拉手跳起了
欢快的锅庄舞，民族大联欢现场成了
歌舞的海洋、欢乐的海洋。各族儿女
用歌声汇成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和谐
乐章，用舞步踏出同心共筑中国梦的
美好诗行，在歌与舞的交织中表达对
祖国的祝福、对新时代的礼赞。③8

本报讯（记者 刘一宁）9月11日至12
日，我省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单位分别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教育的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中央、省委主题
教育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要求，
高标准高质量全面启动第二批主题教育。

第二批主题教育从 2019年 9月开
始，11月底基本结束。参加单位包括：
各市、县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和事业单
位，高等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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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单
位下属单位等。

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县处级以上
领导干部是重点。我省各市、县机关及其

直属单位和事业单位表示，要紧紧围绕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这条主线，深刻领会把握“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认真落
实“五转”“五带头”要求，做好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等各项工作，解决党
员干部能力不足、作风不实等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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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全省上下进一步
形成学的氛围、严的氛围、干的氛围。

高等学校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的使命。我省 38所省管本科高校
分别召开主题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先
学一步、直面问题、突出导向、统筹推
进，（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9 月 11日，
省政协举行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70周年
理论研讨会。省政协主席刘伟出席并
讲话，副主席钱国玉、龚立群、张亚忠、
高体健、谢玉安、张震宇、刘炯天和秘书
长王树山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政协庆祝人民
政协成立 70周年理论研讨会精神和汪
洋主席在研讨会上的讲话精神，举行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
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河南研究中心”成立
仪式。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高卫
星、许昌市政协主席刘保新、濮阳市政协
主席郑大文、民进信阳市委副主委陈明
德、漯河市政协主席吕岩、周口市政协副
主席杨珺先后发言，以“推动人民政协制
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发挥好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为主题交流研讨。

刘伟指出，在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
之际，全国政协召开理论研讨会，对于推

动各级政协总结历史经验、把握时代背
景、锚定使命任务、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
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贯彻落实全国政协理论研讨会和汪洋主
席讲话精神，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坚
持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始终坚持理论和
实践“两条腿”走路，始终坚持站位全局
服务大局，始终坚持抓好骨干队伍建设，
进一步做好政协理论研究工作。要把握
理论研究重点，注重理论创新引领，强化
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加强理论研究
的宣传，使政协理论研究发挥更大作
用。要打造高水平的研究队伍，抓好平
台阵地建设，提供服务保障，切实提高理
论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为推动我省政协
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在郑州设主
会场、其他省辖市设分会场。③5

前 8个月我省进出口值保持增长

民营企业贡献增长率为347.4%

习近平在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时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

满怀信心继续把新中国巩固好发展好

省政协举行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70周年理论研讨会
刘伟出席并讲话

我省全面启动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高标准要求高质量推进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 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打破一个
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
界。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
无限美好。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举行民族大联欢活动

9月 12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联欢在郑州市炎黄广场举行。来自全国34个代表团的近万名运动员、嘉宾和志愿者相聚一起踏
歌起舞，在黄河之滨唱响民族团结友爱的动人旋律。⑨3 本报记者 陈晨 摄

9月 12日，演员在民族大联欢
活动中表演。新华社发

9月 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这是习近平在香山
革命纪念馆参观《为新中国奠基》主题展览，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