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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封第37届菊花文化节
2019年 10月 18日至11月 18日举行

新华社北京10月 13日电 在中国少
年先锋队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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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亿万少先队
员，向为党的少年儿童事业辛勤工作的
广大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工作者，表
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在党

的领导下，少先队坚持组织教育、自主教
育、实践教育相统一，为党和人民事业薪
火相传作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少先队应该是少年儿
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学校，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预备队。新时代少先队员要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树立远

大理想，培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识，
锻炼强健体魄，培养劳动精神，从小学先
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习近平强调，全党全社会要重视少
先队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领导
和保障，为少先队员健康成长和少先队
事业发展创造条件。（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加德满都 10 月 13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3日在加德满都同
尼泊尔总理奥利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尼历来是好邻居、
好朋友、好伙伴。当前，中尼都进入国
家发展的新阶段，两国关系面临新的
发展契机。昨天，我同班达里总统一
道宣布，建立中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
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原
则就是平等相待、和睦相处、世代友
好、全面合作。中方愿同尼方推动中
尼友好合作迈上新台阶，揭开中尼关
系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中方赞赏尼方坚定奉
行一个中国政策，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

问题上给予中方坚定支持。任何人企
图在中国任何地区搞分裂，结果只能是
粉身碎骨;任何支持分裂中国的外部势
力只能被中国人民视为痴心妄想!

习近平强调，中尼应该从以下几
个方面规划两国关系。一是深入对接
发展战略，中方支持尼方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努力实现“繁荣尼泊尔、幸福
尼泊尔人”的美好愿景，愿同尼方加强
政策沟通，开展治理能力交流合作。
二是加快提升联通水平，将共建“一带
一路”同尼泊尔打造“陆联国”国策对
接，积极考虑升级改造跨境公路，启动
跨境铁路可行性研究，逐步增开边境
口岸，增加两国直航，加强通信合作，

加快构建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
络。三是促进贸易和投资，推进中尼
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推动产能和投
资合作。中方愿帮助尼方合理开发水
电。四是增进民心相通，促进教育、旅
游、地方等领域交往。中方将继续为
尼泊尔地震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做好供水水质改善项目，加强
珠穆朗玛峰保护合作。五是加强执法
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
维护共同安全。六是加强多边协调，
共同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
维护两国发展权利。

奥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表示最热烈祝贺。他表示，过去 70

年间，中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中国的发展繁荣是尼泊尔的重要机
遇。习近平主席不仅是伟大中国的杰
出领袖，也是得到尼泊尔人民和世界
人民尊敬的卓越领袖。习近平主席的
到访是尼中关系的历史性时刻，尼泊
尔人民的喜悦之情难以用言语表达。
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绘就了尼中关系
新蓝图，必将开启尼中关系新时代。

奥利表示，尼中是真正的朋友和
伙伴，一贯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互不干
涉内政，尼中传统友谊牢不可破。无论
外部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尼方对华友好
政策不会变，尼中关系友好发展的方向
不会变。（下转第五版）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淮河滩上崛起沿
淮最大船舶制造基地，从无到有建起
化纤纺织服装城，“洪水走廊”上规划
建起临港经济区，河南最大能源储备
基地落地淮畔小城，谋划建设中原腹
地豫货进出非洲自由贸易港……这些
看似“天方夜谭”，却正在信阳淮滨一
步步变成现实。

10月 12日，在位于淮滨县的淮滨
港建设工地上，塔吊高耸、桩机震天、
挖机轰鸣、机车穿梭，在建的信阳淮滨
港，正在紧张进行港池开挖、波浪桩打
设和后方堆场回填等工程施工。

据介绍，经过一年来的连续奋战，
作为概算投资达 12亿元的河南省内

最大的综合性单体港口，淮滨港目前
已经完成施工疏散通道、码头平台、引
桥、跨河桥梁桩基等阶段工程，累计完
成投资5亿元。

淮滨是淮河航运的起点。国务院
正式批复的《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
划》，明确“推进淮滨内河港口二类口
岸建设，支持信阳淮滨临港经济区建
设，支持淮滨港建设内河港物流园
区”，使淮滨成为中原经济区与皖江城
市带、长三角经济区经贸来往的淮河
航运桥头堡，担当起河南无缝衔接“海
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重任。

2016 年起，淮滨县抢抓机遇，按
照“港产城”融合发展的思路，创造性
谋划推动临港经济区建设，为正在建

设发展的食品、纺织和造船三大产业
基地，提供物流服务和支撑，进而带来
新的临港加工、临港贸易、临港服务等
新型产业聚集。

近年来，源远流长的淮滨造船业
经过转型升级，迎来历史性嬗变，沿淮
建起了“十里造船观光工业带”，培育
出规模以上船舶企业 7家，年造船能
力达500艘以上。2018年 6月更取得
游艇、执法艇、画舫等高附加值产品生
产资质，成立了船舶研发、检测中心，
打造起沿淮最大的船舶制造基地。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今年 9月底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
际针织(秋冬)博览会上，淮滨捧回了

“中国针织服装产业转移示范区”荣誉

牌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淮滨县已入驻化纤纺织服装企业
168家，签约投产喷水织机3万台(套)，
年产值突破百亿元，正发展成为中西
部最大的化纤纺织生产基地。

淮滨还瞄准“西气东输”天然气供
应量不足问题，推动由中石油昆仑燃
气有限公司与信阳民安燃气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 20亿元的“海气入豫”项目
落地，一期用地1000亩在淮滨港区建
设能源储备基地，二期建设油气船舶
专用码头，打通河南天然气河海联运
通道，三期建设辐射河南全境的能源
输送管网，使淮滨成为河南省最大的
能源储备基地。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卢松 尹海涛）10 月
12日上午，省委第十二巡视组巡视洛阳
铜加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动员会
召开。至此，十届省委第七轮巡视 13
个巡视组已完成对12个省直单位和27
户省管国有企业的进驻工作，十届省委
第七轮巡视全面展开。

按照省委统一部署，十届省委第七
轮巡视将对省自然资源厅等 12个省直
单位和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等 27户省管国有企业开展
常规巡视。10月 9日至 12日，被巡视
单位分别召开巡视工作动员会。会前，
省委巡视组组长向被巡视单位党组织
主要负责人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了有关

工作安排。会上，省委巡视组组长作动
员讲话，对做好巡视工作提出要求。被
巡视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主持会议
并作表态讲话。

据了解，省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
位工作 45天左右。巡视期间设专门值
班电话、邮政信箱、电子邮箱、接收短信
手机和联系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
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
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
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

巡视期间，省委巡视组主动接受被
巡视单位和社会各界的监督，省纪委监
督举报电话 12388，省委组织部监督举
报电话12380。③4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强调，新时代
少先队员要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

十届省委第七轮巡视全部进驻

习近平同尼泊尔总理奥利会谈

淮滨：临港经济 风生水起

本报讯（记者 孙静）10月 14日
是第 50 届世界标准日。记者从 10
月 12日召开的全省标准化协调推进
厅际联席会议上获悉，今年以来，我省
已制定发布省地方标准172项，全省
地方标准总数达到1420项，基本涵盖
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近年来，我省标准化工作发展迅
速。2018 年以来，全省主导或参与
制修订国家标准377项，国家标准参
与度达 10%左右，数量均居全国前
列，为中西部首位。全省企业越发重
视标准化工作的实施和产品标准的
自我声明，目前，全省6700多家企业
自我声明公开标准近 6.2万项，数量

居全国前列。
此外，我省深入各领域并结合重

点工作实施标准化，如围绕生态环境
保护制定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高速公路扬尘
治理要求》等标准；围绕保障粮食安
全制定了《高标准粮田气象保障能力
建设》等；围绕“放管服”改革制定了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前提下“最多
跑一次”工作规范》系列标准等，全省
标准化工作体系更加丰富完善，实施
效果更为明显。

目前，省市场监管局已向 17个
设区市授权市级地方标准制定权，我
省标准化工作推进的力度、空间更
大，积极性将更高。③9

全省地方标准总数达1420项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我省外贸
企业通关便利体验将再度升级。以
往进口货物要提离口岸需企业一次
性申报105项，但从10月 22日开始，
企业可将这一工作分两步完成，且首
次概要申报项目可缩减至9项。

10月 12日，“两步申报”通关改
革试点业务培训会在河南电子口岸
服务中心举办。记者在会上获悉，
海关总署已批复同意新郑海关、郑
州新区海关、郑州机场海关，从 10
月 22 日起开展“两步申报”通关试
点工作。

河南电子口岸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两步申报”通关试点改革
主要依托中国（河南）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平台进行，在平台现有通关模
式下，企业在货物申报环节需要一次
性完成105个项目的申报。而在“两
步申报”模式中，企业进口货物如果
不涉证、不涉检，仅需填报 9个申报
项目，即使涉证涉检最多也只需填报
17个申报项目，便可提离货物。随
后，企业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
14日内完成完整申报，办理缴纳税
款等其他通关手续即可。③4

我省将启动货物通关“两步申报”

近年来，开封市
积极开展足球进校
园活动，提高学生的
体育运动技能，促进
青少年健康成长。
图为 10月 13日，开
封市顺河回族区正
在举行第四届“区
长 杯”校园足球联
赛。⑨3 李俊生 摄

新华社北京10月 13日电 10月 13
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结束同印度总
理莫迪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和对尼泊尔
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主任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13日中午，习近平离开加
德满都启程回国。成千上万尼泊尔民众
自发涌上街头，聚集在通往机场的道路
两旁。他们有的挥舞中尼两国国旗，有
的高举习近平主席和班达里总统照片以
及“中尼友好万岁”的标语，有的吹奏尼
泊尔民族乐器，还有的敲锣打鼓、欢歌曼
舞，向习近平主席表达诚挚的敬意。

班达里在机场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

送仪式。尼泊尔副总统普恩、总理奥利、
联邦议会联邦院主席蒂米尔西纳、所有
内阁成员、军方高级将领参加。

10月的加德满都，阳光灿烂，云卷
风舒。喜马拉雅山巍峨耸立，见证着尼
泊尔人民对中国领导人的深情厚谊。
习近平抵达机场，班达里总统上前迎
接。盛装的尼泊尔艺术家载歌载舞，少
年儿童手持中尼两国国旗，用中文欢呼

“习爷爷再见!”“我们爱您!”“欢迎您再
次访问尼泊尔!”。习近平向欢送人群不
时挥手致意。

习近平在班达里陪同下登上检阅
台。军乐团奏中尼两国国歌，鸣 21响
礼炮。

习近平在尼泊尔民族音乐和孩子们
的欢呼声中同尼方高级官员一一握手道
别。班达里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下转第五版）

结束同印度总理第二次非正式会
晤和对尼泊尔国事访问

习近平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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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3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加德满都同尼泊尔总理奥利
会谈。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