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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帮扶是加快推动兰
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
点和难得机遇。

“三项制度”让小李庄村

大变样：

●村民待遇制度

●宅基地报批分配制度

●土地调整制度

综合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 12日在加德满都下榻饭店会见
尼泊尔联邦议会联邦院主席蒂米尔
西纳。

习近平指出，我此次来到尼泊
尔访问，无论是总统、总理还是内阁
部长，无论是各党派领袖还是普通
民众，都洋溢着对中国的热情友
好。这说明中尼友谊已经在尼泊尔
深深扎牢了根，就像喜马拉雅山一
样巍峨高耸。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发
展中尼友好关系的信心。中方愿同
尼泊尔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合作，共
同致力于巩固两国友好。

蒂米尔西纳代表尼联邦院全体
成员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尼方将
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决不
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
分裂活动。尼方很幸运能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相信这一伟大倡议必
将取得更大成功。

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在加德满
都下榻饭店会见尼泊尔大会党主席
德乌帕。

习近平指出，尼泊尔大会党同中
国有着历史渊源。大会党在执政期
间，为中尼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中
国人民对此不会忘记。中尼作为友好
邻邦，一直是好兄弟、好朋友，无论尼
哪个政党执政，中尼两国都会保持稳
定友好关系。中国共产党也愿同大会
党继续接触，开展交流合作。

德乌帕代表大会党全体成员热
烈欢迎习近平访问尼泊尔。尼方感
谢中方一直以来支持尼泊尔主权和
领土完整，支持尼经济社会发展。
尼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决不允许任何反华势力利用尼领土
从事分裂中国活动。大会党欢迎并
支持中方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希望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促进
尼泊尔与地区互联互通。

据新华社加德满都 10月 13日电
(记者 南辰 黄尹甲子)当地时间12日
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加德满都出席
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举行的盛大欢迎宴
会。尼泊尔副总统普恩、总理奥利、首
席大法官拉纳、联邦议会联邦院主席

蒂米尔西纳，全体内阁成员、主要政党
领袖、多名议员、政府高级官员、前政
要以及各界代表出席。

班达里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代
表尼泊尔政府和尼泊尔人民对习近平
主席到访表示最热烈的欢迎。班达里
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正值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尼泊尔人民
向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诚
挚的祝愿。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
全体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铸就了中国
今日之辉煌。相信中国必将继续向前
发展，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地理条件使尼中两国成为邻居，
历史和人文纽带使我们成为亲密朋
友。尼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
重，尼中友谊牢不可破，像海一样深，
像珠穆朗玛峰一样高。相信未来尼中
友好前景将更加广阔。

习近平在致辞中说，这是我第一次
到访“光荣之城”加德满都，见到许多
老友新朋，目睹尼泊尔政通人和、人民
安居乐业，内心充盈喜悦，满怀期待。
中尼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双方携手
同行，树立了邻国友好交往的典范。
我和班达里总统共同决定，双方本着

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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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实现两国更加紧密
的政治关系、构建两国更加便捷的联
通网络、夯实两国更加牢固的民意基
础、开展两国更加丰富的多边合作。
我很高兴，我的这些期待都同尼泊尔
领导人达成了共识，绘就了中尼关系
的新蓝图。我常说，“一张蓝图绘到
底”。让我们携手努力，共同书写两国
关系新的未来。祝愿尼泊尔繁荣昌
盛，人民幸福，祝愿中尼两国和两国人
民世代友好。

1980年 9月 25日,中共中央发
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
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
信》，这封公开信不仅对广大共产党
员和共青团员，而且对全社会、对我
国整个计划生育工作，都产生了深
远影响。

公开信全面阐述了控制人口增
长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
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指出了正确方
向。信中明确提到:“为了争取在本
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 12
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
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
孩子。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
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
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
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

1981 年 11 月，五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更加明确地提出:“限制
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这
就是我们的人口政策。”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
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 12
月，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
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相适应。”从此，计划生育的
基本国策被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
来。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我国人
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由高出生、低
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
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进入低生育水
平国家行列。

（新华社北京10月 13日电）

□本报记者 惠婷 孙欣

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中牟县官渡
镇小李庄村从里到外都变了！

两年前，这里垃圾遍地、纠纷不断；
如今，这里则是街净景美、笑声不绝。

地还是那片地，人还是那群人，曾
经的“老大难”村何以完美蝶变？

“‘三项制度’是让小李庄村大变样的
‘魔法棒’。”10月12日，小李庄村党支部
书记蒋国彦一见记者就感叹，以前村里的
问题真不少，村民乱围乱建，垃圾胡乱堆
放，村里到处都是断头路，孩子们出门上
学左拐右绕，村民为了抢占点空地时常闹
得鸡飞狗跳。宅基地分配、土地调整等方
面的矛盾纠纷常常是“按下葫芦起了瓢”。

正在蒋国彦焦头烂额的时候，官渡
镇党委作出决策，要求各村制定“三项

制度”，解决农村的几大“通病”。
在小李庄村村部斜对面，记者看到，

一面大大的宣传板上清晰地印着村民待
遇制度、宅基地报批分配制度、土地调整
制度，点缀在四角的天平图案，彰显着社
会治理的公平正义理念，格外引人注目。

“ 基 层 党 组 织 的 引 领 作 用 是 前
提。”回想起“三项制度”的制定过程，蒋
国彦至今不能平静，“2017年 3月开始，

‘三项制度’从拟订草案、村‘两委’商议
形成初稿，到镇里审核、党员大会讨论，
再到逐户征求意见、投票表决、逐户送
达，一共7个步骤，历时3个多月。”

蒋国彦告诉记者，“三项制度”表决
时，正是农忙时节，一开始他还怕村民
们不积极，没想到大家都来了。

“三项制度”高票通过，各家签字后
实施。仅半年时间，村里就收回宅基地
55处，拆除房屋25处，打通了7条断头
路，建起了4个小花园。小李庄村成了
官渡镇的“样板村”，吸引了 40多个参
观团前来学习。

在村民苏义成看来，“三项制度”就
是一个里程碑，公共事务公平公开，老百
姓心气顺了，村里纠纷少了，他这个以前

“跑断腿”的人民调解员也要“失业”了。
村道硬化、村庄绿化、河沟清淤、冷

库动工……每逢大事，都要先听听村民
的意见，“自治”这个农民原本不熟悉的
名词慢慢进入村民的生活，小李庄村驶
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村民自治也带来了文明乡风。“多
少年来，农村都是垃圾随地丢。现在我
们实行垃圾分类，‘随手扔’变成‘随手
分’了。”73岁的村民刘国广指着家门
口一绿一黄两个垃圾箱说。

小李庄村的变化，折射出我省加强
和创新乡村治理的积极探索和实践。
近年来，我省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
导核心作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努力建设充满活
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安全感显著提升。2018
年，全省公众安全感指数达93.73%，比
2013年上升3.14个百分点。③8

本报讯 （记者 童浩麟 通讯
员 李宇翔）10月 13日，《华北水利
水电大学与兰考县校地结对帮扶备
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签约仪
式在兰考县举行。

《备忘录》涉及生态环境治理、
智力支持、人才培训、社会治理等四
大领域 12 个项目。双方将实施深
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结对帮扶，
创新合作发展机制，为打赢打好兰
考脱贫攻坚战，进一步发挥兰考在
全省、全国的示范作用和政治意义，
谱写校地合作新篇章。

据了解，下一步，华北水利水电
大学将发挥高校优势，实施“智力帮
扶”“科技帮扶”“人才帮扶”“弘扬与
传承焦裕禄精神”等七项工程，在兰
考建立华水“党员党性教育基地”、

“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基地”、博士
（教授）工作站和优质生源基地。

“这些工程、基地建设标志着双
方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华北
水利水电大学党委书记王清义表示，

“这也是把学校‘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帮扶兰考、
合作共赢、协作发展的现实成果，打
造校地合作新亮点，培育校地合作新
特色，树立校地合作新典范。”

“校地帮扶是加快推动兰考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支点和难得机遇。”开
封市委常委、兰考县委书记蔡松涛表
示，“兰考县将以县域发展的广阔平
台，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科发展服
务，助力学生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签约仪式上，还举行了华北水
利水电大学博士（教授）兰考工作站
挂牌仪式。③4

本报讯（记者 何可）金风送爽，秋色宜人，正
是跑步的好时节。10月 13日上午，“郑州银行
杯”2019 郑州国际马拉松赛如约而至，来自中
国、美国、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等32个国家和地区的2.6万名跑者，齐聚
中原，竞逐商都。在激烈的角逐中，非洲的选手
再次显示出超强实力，男、女全程马拉松的冠军
由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包揽。中国选手刘洪亮、殷
晓雨分别获得男子、女子半程冠军。③9

据新华社加德满都 10月 13日
电(记者 孙奕 蒋国鹏)国家主席习
近平13日在加德满都下榻饭店会见
尼泊尔共产党联合主席普拉昌达。

习近平表示，普拉昌达主席是
尼泊尔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
的好朋友、老朋友，为中尼关系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去年,你同奥利
总理作出政治决断，联合组建尼泊
尔共产党，开启了国家政治稳定、经
济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中
尼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中方感谢
尼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长
期给予坚定支持，愿继续深化同尼
泊尔全方位合作，为尼泊尔发展提
供支持和帮助，实现两国关系更大
发展。

习近平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全面
从严治党、加强执政党建设、巩固党
的执政地位的基本经验。习近平指

出，中国共产党同尼泊尔共产党都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愿同尼
共加强党际交往，建立定期交流机
制，相互借鉴党建和治国理政经验，
构建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学互鉴
的新型政党关系。

普拉昌达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
访问尼泊尔，祝贺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尼方希望同中国共产党建立长
期合作关系，希望借鉴中共治国理
政成功经验。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
必将使尼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
助力尼泊尔实现国家发展繁荣。尼
中关系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彼
此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尼方高度
赞赏中方致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在国际关系中维护和平，主持
公平正义，维护中小国家利益。尼
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
强交流合作。

习近平出席班达里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 习近平会见尼泊尔共产党联合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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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分晤尼泊尔联邦院主席、
尼泊尔大会党主席

“三项制度”探索乡村治理新路径

事情怎么办 村民说了算

赴印度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赴印度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
并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并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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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2019郑州国际马拉松赛鸣枪开跑。

参赛选手在全程马拉松终点处冲刺。

郑州国际马拉松郑州国际马拉松
精彩开跑精彩开跑

我常说,‘一张蓝图绘
到底’。让我们携手

努力,共同书写两国关系新
的未来。

参赛选手在比赛中经过二七纪念塔参赛选手在比赛中经过二七纪念塔。。 均为新华社发均为新华社发

（上接第一版）
班达里偕女儿乌莎到舷梯边送行。

乌莎向习近平献上花束。习近平同班达
里亲切话别。习近平说，我这次对尼泊尔
的访问非常成功。我一踏上尼泊尔土地，
就受到尼泊尔政府和人民热情欢迎。从
尼泊尔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真诚、灿烂的

笑容里，我深切感受到中尼友好深入人
心，更加坚信中尼传统友谊牢不可破。感
谢总统女士、尼泊尔政府和人民为我访问
所作的精心安排。这次访问提升了中尼
关系，我非常满意。让我们共同努力，将
中尼友好传承和发展下去。

班达里表示，您的到访是所有尼泊

尔人民的荣幸，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喜
悦之情。访问圆满成功，成果丰硕，成
为尼中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尼
中关系从此进入新时代、迈上新高度，
尼泊尔举国欢欣鼓舞。尼方将坚定不
移同中方一道推进两国睦邻友好和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

（上接第一版）尼方坚定支持中国
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奉行
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也决不
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泊尔领土从
事反华分裂活动。

奥利表示，尼方感谢中方长
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和帮助，
期待同中方构建跨喜马拉雅立体
互联互通网络，欢迎更多中国游
客来尼旅游，欢迎更多中国企业
来尼投资。尼方高度赞赏中国在
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秩序方面发
挥的重要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
加强沟通和配合，维护好中小发
展中国家利益。

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出
席了双边合作文本交换仪式，涉
及互联互通、经贸投资、边界管理
等多个领域。

双方共同发表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尼泊尔联合声明》。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
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尼泊尔
总理奥利会谈

▶当地时间 10月 13日中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加德满都启
程回国。尼泊尔总统班达里在机
场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送仪式。
新华社记者 高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