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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
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往深里走、
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动员全省上下坚定信心、
肩负使命，埋头苦干、奋勇争先，奋力谱写新时
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重大意义，坚持用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统一思想
统一行动

1.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的深情关
怀和殷殷嘱托。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在
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习近

平总书记亲临河南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肯定
党的十九大以来河南的工作，深刻阐明事关河
南长远发展的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
新时代河南发展进行指路领航、提出重大要求、
擘画美好蓝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对河南
工作的总要求，就是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
理念，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打好三大攻坚战，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中部
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
彩的绚丽篇章；突出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工
作、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文化繁荣兴盛、

抓好第二批主题教育等 6个方面重点工作；希
望我们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努力创造出无愧历
史、无愧时代、无愧人民新的更大的业绩。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与总书记 3次视察河南、
3次参加全国两会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
话以及对河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一
以贯之，与总书记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相互贯通，是新时代推动河南发展、做好各
项工作的总纲领总遵循。从需要中原更加出彩
到谱写新时代更加出彩绚丽篇章，从扛稳粮食
安全这个重任到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
从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到让黄河成为造
福人民的幸福河，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
对河南发展的高度重视、对河南工作的更高期

望，展现了人民领袖的真挚情怀。全省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从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
高度，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的重大
意义，深刻体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
精神实质，坚定不移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
为全部工作的统领，把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转化
为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信仰，把总书记的肯定
鼓励转化为接续奋斗的强大动力，把总书记的
殷殷嘱托转化为造福人民的务实举措，努力创
造让总书记和党中央放心、让全省人民满意的
新业绩。

2.深刻理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意
义和精神实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之际、我国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
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全会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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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并作出决定，是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全面
考量，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决策，彰
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
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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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阐明了重大意义、总体
要求、总体目标、重点任务、根本保证，明确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
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宋敏 李铮）12月1日早7时，郑渝高
铁郑州至襄阳段首发列车G4051次缓缓驶出郑州东站；
26分钟后，郑阜高铁首发G4069次列车也从郑州东站驶
出；7时40分，从郑州东开出的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
G4088次列车最早到达商丘站。

就在同一天，分别历时三年多的建设，郑渝高铁郑襄
段、郑阜高铁、京港高铁商合段三条高铁集中开通运营。
我省周口、南阳、平顶山“齐步”跨入高铁时代，一个以郑州
为中心的2小时高铁经济圈初具雏形。三条高铁同时开
通这在全国高铁通车史上尚属首次，标志着我省米字形高
铁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省委书记王国生对郑渝高铁郑襄段、郑阜高铁、京
港高铁商合段正式开通表示热烈祝贺，向三条高铁的设
计者建设者服务者和关心支持我省高速铁路网建设的
各界人士表示亲切慰问与衷心感谢。王国生指出，三条
高铁的正式开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加快构建
便捷畅通的综合交通体系”重大要求的具体行动，是满
足人民群众高质量出行迫切需求、提高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的一件实事，是强化交通区位优势、以高水平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件好事，是加强区域交流互促、在
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省米字
形高速铁路网加快形成。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落实省委十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部署要求，学习和弘
扬三条高铁建设过程中体现出的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
保质保量的务实作风、锐意进取的争先意识，凝聚谱写
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章的强大正能量。

郑渝高铁作为河南米字形高铁网的“一撇”，是连接我
国中原和西南地区的重要客运快速通道。此次开通的郑
襄段全长389公里，设11座车站，郑州至平顶山、南阳之
间最快47分钟、1小时9分钟可达。

郑阜高铁为河南米字形高铁网加“一捺”，全长276
公里，设11座车站。郑阜高铁让周口在高铁建设上完
成了“从0到5”的突破，新建扶沟南、西华、周口东、淮阳
南、沈丘北5座高铁站。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的重要
“一纵”，其中商合段全长 378公里，沿线设商丘、商丘
东、阜阳西、淮南南、合肥南等14座车站。

“三条高铁完全按照当今中国铁路最高标准设计
施工，设计时速350公里，初期运营时速300公里。”郑
万客专公司物资设备部部长、站房办主任路勇说。

开通运营当日，郑渝高铁郑襄段、郑阜高铁、京港高
铁商合段以及徐兰高铁郑徐段河南境内的车站开始实施
电子客票。只有上车站和下车站均为电子客票试点车
站，才能刷身份证或二维码进出站。

跨越河南、安徽、湖北三省的这三条高铁，让我国八
纵八横高铁网进一步加密。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的消息，到今年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
13.9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铁3.5万公里，居世界第一。

中国铁建铁四院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河南米字
形高铁网的逐步实施和完善，有利于河南建成以郑州为
中心的2小时高铁经济圈，覆盖我国中部地区近4亿人
口的货物集散和消费市场，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
位置更加突出。③4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章的意见

（2019年 11月 29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

12月1日7:53，G4051次列车驶过平顶山北汝河特大桥。⑨3 聂冬晗 赵军委 摄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
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在乡村振兴中建设农业强省
——二论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 02│要闻

稳产提质 打好粮食生产“王牌”

□本报记者 栾姗

“一会儿就到郑州了，到时给你们电话！”
12月 1日，南阳东站，在郑务工人员顾长顺挥
手和家人告别。这次离家，他不再乘坐大巴，而
是选择高铁。

当天，郑渝高铁郑襄段、郑阜高铁、京港高
铁商合段开通运营，这是省委、省政府进一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和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生动实践。南阳、平顶
山、周口3座城市，彻底结束了曾经的豫西南、豫
东南“不东不西”的区位尴尬，连接上米字形快
速铁路网，进入中原城市群的1小时“核心圈”。

穿越山脉河流，串起城市乡村，高铁呼啸之
处，生产要素汇聚，一条条高铁经济带正在助推
新时代的中原由出彩奔向绚丽。

交通格局之变

没有高铁，城镇是散落的珍珠；通了高铁，
城镇就是项链上的珍珠。高铁的开通，不仅意
味着人们出行方式的深刻变革，更被沿线地区
看作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难得机遇。正因如
此，一个重大决策延续至今：河南的交通区位优
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削弱，只能增强。

长期以来，河南西南部的南阳有1000多万
人口，却仅有一列直达郑州的火车；东南部的周
口也只有一段从漯河至周口的地方铁路。“周口距
离商丘、漯河并不远，但由于没有直通线路，坐火
车很不方便，北京、上海的客商都跑到邻近的城
市去投资。”周口市商务局一位工作人员这样说。

随着河南米字形快速铁路网被列入国家规
划，2014年 12月 28日，“下捺”的连接点，京港
高铁商合段开工建设；2015年 10月 31日，“下
撇”落地，旨在打通西南通道的郑渝高铁郑襄段
开工建设；2015年 12月 24日，“捺”指东南的
郑阜高铁开工建设。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记者 董娉

有时候回家的路很长，乡愁就是一张苦
苦期盼的车票；有时候回家的路很短，坐着高
铁半日即可往返。

姥姥名叫郭金华，1929 年生于方城县，
已经两年多没见过老家的风景。人到耄耋之
年总会思乡心切，老人时常念叨：“每次回家
得坐将近3个钟头的汽车，太累了！”

12月 1日，河南大“米”再添新成员。郑
渝高铁郑襄段、郑阜高铁、京港高铁商合段的
开通运营，结束了南阳、平顶山、周口不通高
铁的历史。姥姥终于可以坐高铁回家了。

姥姥此趟回乡之行可谓“阵容强大”。陪
伴她的是女儿、外孙女和曾外孙女，四代“闺
女”回娘家，分外热闹。

6点 15分，郑州东站内已灯火辉煌。初
冬的清晨寒气逼人，但姥姥的手心一直热乎
乎的。第一次坐高铁的她成了“刘姥姥”，宽
敞的站厅、如织的人流、无障碍通道、扫码即
过的自动闸机，都让她好奇地注视良久、问东
问西。

7点整，郑州至方城的高铁驶出站台。姥
姥目不转睛地盯着车窗外急速后退的风景，
略显紧张，双手紧紧握着座椅把手。她特别
害怕晕车。

“30年前那会儿，我从老家到郑州看恁，
坐汽车得走将近 10 个小时，晃得我头晕眼
花。”姥姥解释着，同时也惊异地发现如今的
列车行驶竟是如此四平八稳。

提及坐火车的体验，四代人也各不相
同。在那个“车马很远，书信很慢”的年代，姥
姥记忆中只有拥挤不堪的绿皮车；到了女儿
这一代，便感受过漆着红漆的快速列车；从上

学到工作，外孙女坐得最多的是动车；而今年
只有 3岁的曾外孙女，则是高铁的“老乘客”
了。

从农村土路到快速铁路，从绿皮车到复
兴号，再到现如今中原大地上1728公里的高
铁线路，人们与家的距离不断“缩短”。在河
南乃至中国都被高铁变“小”的时候，百姓的
生活和梦想也正在逐渐变“大”。

这一路上，除了车窗外的稀罕景儿，姥姥
满心只剩下催着女儿赶紧给曾外孙女拿吃
的。（下转第四版）

三条高铁带来的河南之变
——写在郑渝高铁郑襄段、郑阜高铁、京港高铁商合段开通运营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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