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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11月 4日电（记者 季
明 孙奕）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
媛4日晚在上海和平饭店举行宴会，欢
迎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
各国贵宾。

金秋时节，十里外滩，浦江两岸，
广厦林立，流光溢彩，一派繁荣景象。
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和平饭店与不到30
年间拔地而起的陆家嘴金融中心交相
辉映，共同见证申城的发展变迁和中
国的开放历程。

晚 6时许，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
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夫妇、希腊总理米

佐塔基斯夫妇、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
奇等外方贵宾陆续抵达。习近平和彭
丽媛同他们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晚7时许，宴会开始。习近平发表
致辞，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
欢迎各国领导人和嘉宾的到来。

习近平指出，近代以来，上海就有
“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美誉，
引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近几十年来
更成长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新中国
成立 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
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中华大地
发生了沧桑巨变。从中国的发展历程

中，我们深刻体会到，世界好，中国才
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习近平强调，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在短时间内，从无到有，迅速吸引了
世界各国和企业广泛参与，成为全球
贸易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成为新时
代国际合作的又一重要平台。中国举
办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动扩大进口，是
着眼于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同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动作为。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交易的是商品和服
务，交流的是文化和理念，迎的是五洲

客，计的是天下利，顺应的是各国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潮平两岸阔，风
正一帆悬。”让我们共同扬起合作之
帆，乘着时代发展的东风，推动世界经
济之船扬帆远航，驶向生机盎然的春
天。

宴会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进行。
大家共同举杯，预祝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圆满成功，祝愿各国发展
繁荣、人民幸福安康。

丁薛祥、李强、杨洁篪、胡春华、黄
坤明、王毅、赵克志、何立峰等参加上
述活动。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在第二
届进博会举办前夕，11月 4日，河
南省与长三角地区经贸合作交流
会在上海举行。苏宁控股、德力西
集团、美国空气化工、红星美凯龙
等海内外80余家知名企业的高管，
河南 14个省辖市的市政府和商务
局相关负责人，以及绍兴柯桥经开
区和新乡经开区相关负责人等参
加了交流会。

省商务厅提供的数据显示，
现场签约 35个项目，总投资 378.6
亿元，涵盖了总部经济、数字经济、
智能制造、生态农业、电子科技、
现代物流、节能环保、专业化工、
新材料、休闲用品、文旅、医疗等领
域。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长三角地区是我省重要的经贸合
作地区和招商引资来源地，2018年
以来，我省省外引资有 30%左右来
自长三角地区。通过此次活动我
省引进了大批环保和电子科技等
项目，同时还引进了为制造业服务
的服务业项目比如大华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等。这些项目的推进和
实施，将对改造提升河南传统产
业、培育壮大河南新兴产业、促进
河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重
要作用。

在活动现场，世界 500强企业
美国空气化工产品公司与驻马店
高新区管委会签署投资 28亿元的
气体工厂项目；上海摩资投资有限
公司与鹤壁淇县政府签署投资 12
亿元的朝歌电子产业园项目；浙江
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郑东新
区管委会签署大华中原研发中心
项目；省商务厅与浙商银行郑州分
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等。③9

我省与长三角地区经
贸合作交流会在上海举行

35个项目共
揽金378亿元

□薛世君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上海考察时

强调，要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

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

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上海

杨浦滨江就逐渐从以工厂仓库

为主的生产岸线转型为以公园

绿地为主的生活岸线，昔日的

“ 工 业 锈 带 ”变 成 了“ 生 活 秀

带”，得到了总书记的肯定。

这样的“蝶变”故事在河南

也是不胜枚举：郑州二砂老厂

区正在变为文化创意园、文青打卡地；

洛阳铜加工厂的小管车间，成为一个

颇具现代艺术特色的园区；焦作王封

矿煤矸石砖厂的老旧厂房改造成了风

格各异的主题餐厅……很多一度荒废

闲置的老旧厂房，如今都经过设计改

造 ，变 身 为 市 民 休 闲 娱 乐 的 网 红 之

地。浓郁的工业文化氛围和巧妙的当

代创意融为一体，既给市民带来别样

的精神体验，也为城市增添了文化气

息和时尚元素。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

文化、历史的沉淀往往集中在

老城区，很多老厂房、老仓库是

产业和城市转型的“遗迹”，往

往记录着城市的发展历程，承

载着珍贵的历史文化记忆，善

加利用就可以为市民守住一份

特殊的“乡愁”。城市的发展提质并不

意味着大拆大建，要以群众的需求为导

向，一手抓新城建设，一手抓老城有机

更新。毕竟，我们既需要高铁站的便捷

度，也需要二砂艺术区的时尚感。2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您好，我是山城区民情信息调查
员。您上次反映问题后，有关单位是
否及时进行了反馈？您对处理结果是
否满意？”11月 1日，在鹤壁市山城区
民情调查服务中心，民情调查员小王
忙得一上午没顾上喝一口水，像这样
的电话她一天最多要拨打200多个。

为了“听民声、接民诉、解民忧、化
民怨、帮民困、顺民意”，切实解决老百
姓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山城区于2014
年创办了民情调查服务中心。通过10

部民情电话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后，该
中心会梳理分类并交由具体责任单
位整改落实，确保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后再整理归档，旨在构建民情收集处
理上下衔接、纵横畅通的服务网络，
力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成立 5年多来，民情调查服务中
心收集问题意见 17823条，交办问题
9467件，办结8477件，办结率89.5%，
群众满意率 73%，有效实现了党委政
府、职能部门、社会各界、广大群众齐
抓共管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

长治久安,关键在基层。山城区
探索设立民情调查服务中心的做法，

正是鹤壁市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
层下移，紧抓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
盾这一“牛鼻子”的缩影。

为了使纠纷得以及时、便捷、公
正、妥善的解决，鹤壁市探索建立了

“一评四会”矛盾预防化解机制，即社
会稳定风险评估和村（社区）说事评
理会、乡镇（街道）综治联席会、县区
评议会商会、市级分析研判会机制，
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多调联动、分级
负责、上下协同的市县乡村四级矛盾
纠纷多元预防化解体系，有效提升了
矛盾预防化解水平。

淇县桥盟街道办事处吴寨村的
王大爷对“一评四会”机制发挥的作
用记忆犹新。今年年初，因对项目征
地价格不理解，他多次到有关部门
反映。（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11 月 4
日，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举行，传达学
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常委会
扩大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学习贯彻工
作。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刘伟主持
并讲话。

会议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是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
要会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是
习近平总书记举旗定向和掌舵领航的
结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的结果。全会取得的重大
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丰富发展，是阔步迈进“中
国之治”新境界的庄严宣示，是党对制
度建设和治国理政规律认识的深刻把
握，是对“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
展什么”的时代命题的科学回答，是新
时代巩固增强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
能的行动纲领。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一系列重大问题，对人民政
协提出明确要求。作为国家治理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责任重大，
大有可为、大有作为。要按照省委常

委会扩大会议和王国生书记要求，联
系政协实际，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
时重要讲话精神、中央政协工作会议
精神结合起来，在深入学习、研究谋
划、提高能力、落细落实上下功夫，提
高政治站位，增强制度意识，确保全会
精神和省委要求落到实处，为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凝聚智慧和力量。

省政协副主席钱国玉、李英杰、龚
立群、张亚忠、高体健、周春艳、谢玉
安、张震宇和秘书长王树山参加会
议。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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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五洲客 计天下利

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举行

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

事事有人管 好坏大家判
——鹤壁市构建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体系

变“锈带”为“秀带”

金秋，又到了晒柿饼的季节，红彤彤的柿子铺展开，成了一
道美丽的风景线。图为 11月 2日，郑州荥阳市崔庙镇郑岗村，
村民正在房顶上晾晒柿饼。 视觉中国供图

晒秋

新华社北京11月 4日电 近日，中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印发《关于对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整
改落实情况进行“回头看”的通知》，要求
对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持续推动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情况，整

改方案落实情况，专项整治进展情况，上
下联动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认真开
展自查、深入分析研判、持续深化整改，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

通知要求，要对持续推动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
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情况进行

“回头看”。重点看是否自觉用好主题教
育的成功做法和经验，持续深入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跟
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
上的讲话等最新重要讲话，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本地区本领域工作的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下转第五版）

本报讯（记者 李铮）11 月 4日，省委
书记王国生到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调研座
谈时指出，要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为动力，坚持发展高质量，
进一步坚定信心、埋头苦干、砥砺奋进，完
成好全年目标任务、谋划好明年各项工
作，努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
篇章。

在座谈时，王国生认真听取关于今年
工业经济运行总体情况的汇报，询问了解
大家对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建议。他指出，
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工业经济保持了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同时也要清醒
地看到，当前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增
多，我省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
矛盾依然突出，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
精神，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
动力，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弘扬
斗争精神，凝聚起团结一心、埋头苦干的强
大正能量。

王国生强调，要牢记嘱托、提高站位，
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动摇，切实做好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
稳定各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
标任务。要转变工作作风，力戒形式主义，
围绕稳运行稳企业稳投资，增强内需市场
拉动，加大项目督导力度，落实企业减负政
策，紧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拿
出更多务实管用的举措。要解放思想、锐
意进取，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三大改造”
优化存量、实施开放招商扩大增量、提升传
统产业增加总量，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为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主动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

王国生要求，要紧紧抓住促进中部地
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重大战略机遇，研究谋划好明年各项工
作，在补短板、强弱项上提前谋划，在调结
构、促转型上谋势蓄势，在承接产业转移、
谋划重大项目上抢占先机，为谱写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章打造新优势、作出
新贡献。

穆为民、刘伟参加座谈。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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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要求

对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
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回头看”

11 月 4 日
晚，国家主席习
近平和夫人彭
丽媛在上海和
平饭店举行宴
会，欢迎出席第
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的
各国贵宾。这
是宴会前，习近
平和彭丽媛同
外方贵宾合影
留念。 新华社
记者 鞠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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