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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方和非盟轮值主席国南非、中非合作论坛共同主席国塞内加尔共同倡议，将以视频方式举行

■非盟峰会主席团成员国、非洲重要次区域组织轮值主席国等非洲国家领导人以及非盟委员会主席将出席

■联合国秘书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作为特邀嘉宾与会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
厄 瓜 多 尔 总 统 通 电 话

□冯军福

螺丝拧紧了才

会吃劲，责任压实

了才见成效。分析

一 些 安 全 生 产 事

故，不难发现，背后

往往既有企业严重

违法违规的因素，

也有监管不到位的

原因，说到底是思

想螺丝不够紧、责

任意识不够强。

紧 螺 丝 ，就 是

绷紧安全生产这根

弦，拧紧思想认识

的“螺丝帽”，严防

思想滑坡。落实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

抓好安全生产，不

能因为社会大局稳

定，就松劲懈怠，不

能因为形势持续向

好，就麻痹大意，不

能因为事故有所下

降，就放松警惕，要

像人的心脏活动一样，一刻也不能放松。

工作主动性要更强，立足于“早”、立足于

“小”、立足于“快”，对安全隐患保持“零容

忍”，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压责任，就是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责任上肩，措施落地。要增强工作的针对

性，抓具体、抓关键，随时研判，随时部署安

排，随时行动起来，真正把责任落实到岗、落

实到人、落实到每一个环节。要有有效管用

的硬招，更加深刻地认识把握风险规律，提

升防范应对能力，全面提高预警监测能力、

监管执法能力、指挥决策能力、救援实战能

力、社会动员能力、舆论引导能力，并善于把

管用的好办法提升为好机制。锤炼担当作

为、务实硬朗的作风，自觉做到“五比五不

比”，比出自觉性主动性，比出工作实效，比

出安全生产的浓厚氛围。2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冯芸）6 月 16
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
（扩大）报告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党委书记、院长王轶应邀作“民法典的
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专题辅导报告。
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尹弘、省政协主
席刘伟出席报告会。

报告会上，王轶回顾了我国民法典
的起草历程，通过分析古今中外民法典
立法经历和丰富的案例，深刻揭示了出

台民法典需要具备坚强有力的政治保
障、足够丰富的民商事法律实践、较高
程度凝聚价值共识的能力、相对比较充
分的理论准备等先决条件，深入阐释了
民法典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和时代特
色。

与会同志认为，报告对民法典的
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透彻的梳理和阐
述，帮助大家更加深刻认识到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民法典编纂

工作的高度重视，更加深入理解颁布
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更加准确把
握民法典的立法精神、核心要义和重
点问题。大家一致表示，法律的生命
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要带头学习宣传遵守维护民法典，切
实把民法典运用到河南经济社会发展
实践中去，不断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
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的能力和水平。要将民法典普

法宣传纳入“十四五”时期普法工作重
点，采取多种形式阐释好民法典的基
本原则、基本要求和一系列新规定新
精神，引导群众提高自觉守法的意识，
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
靠法的能力。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江凌主持报告
会。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全体成员，省
委各部委、省直机关正厅级单位党组
（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报告会。③5

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6月 15
日从省财政厅获悉，今年前 5个月全
省财政总收入同比下降 7.6%，降幅
较前 4个月收窄。其中，5月份全省
财政总收入增长 8.8%，增幅由负转
正。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民生
支出占比达到77%。

今年前 5个月，我省财政总收入
下降 7.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
6.9%。其中税收收入下降14%，降幅
比一季度、前 4个月分别收窄 8.9个、
5.7个百分点；非税收入增长10.8%。

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全省财政
总收入下降明显。但在各类企业复
工复产全面加快等积极因素的作用

下，我省 5月份财政收入增幅回升较
快。 5 月份全省财政总收入增长
8.8%，增幅由负转正，比 4月份提高
13.9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长 15.2%，增幅比 4月份提高 11.5 个
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增长 13.4%，
增幅比4月份提高23.8个百分点。

支出方面，前5个月，全省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4218.6 亿元。全省民生
支出 3248.9亿元，同比增长 2.5%，高
出支出平均增幅2.6个百分点，占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7%。扶贫、文
化、就业、最低生活保障、公共卫生等
基 本 民 生 支 出 分 别 增 长 96.9% 、
14.1%、9%、30.4%、88.6%。③6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
集体学习（扩大）报告会

听取“民法典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专题辅导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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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全省财政总收入增幅由负转正

前5个月全省民生支出占比77%

习近平今日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本报讯（记者 李铮）6 月 16日，
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尹弘会见阿里
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勇一行。

王国生代表河南省委、省政府对
张勇一行表示欢迎。他指出，当前数
字经济蓬勃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已
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前所未有
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特别
是在这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大
数据、云计算等新兴科技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河南是人口大省、网络大省、
数字经济大省，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
和数据资源，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
合试验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等国家
战略平台加快建设，“四纵四横”的信
息高速公路框架基本形成，在数据资
源、算力成本、传输速度、市场潜力等
方面有着独特优势，数字经济发展基
础坚实、潜力巨大。当前，全省上下正
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
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抓住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机
遇，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大力推进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实体经济
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着力培育高质

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郑州市正在
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为契机，加快建
设全国5G“先行城市”，努力在数字经
济领域实现换道超车。希望阿里巴巴
集团继续发挥技术、平台、人才、资金
等优势，持续深耕中原市场，在新型基
础设施、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投
资力度、提升合作层次，实现更高质量
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张勇介绍了阿里巴巴集团的发
展战略和在河南的发展情况，他表
示，河南发展数字经济资源丰富、潜
力巨大，阿里巴巴集团将充分发挥数
字化方面优势，在数字城市、数字政
府、电子商务、产业生态等领域深化
合作，为助推河南高质量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会见前，郑州市与阿里巴巴集团
签署深化数字城市建设战略合作等
协议，双方将围绕数字城市建设、数
字产业生态建设、信息技术人才培养
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探索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郑州模式。

黄强、徐立毅、王新伟出席相关
活动。③5

王国生尹弘会见阿里巴巴
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勇一行

郑州市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深化数字
城市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记者 李若凡 陈晨 韩春光

6 月 11 日至 15 日，中宣部开展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大型主题采
访报道活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等13家中央媒体的50
余名记者，走进许昌、驻马店、信阳等
市采访报道，记录中原大地的小康故
事。

什么是“小康”？可能在 1000个
人心里，有1000种“小康”！

政务服务水平，最能体现一个
城市的“软”环境。办好“政事儿”，
也最能得到百姓的认可。“没想到 4
天时间，房产证就办下来了。”6月 11
日，在“许昌市民之家”，市民史杨刚
刚拿到房产证。高效办证，得益于

“许昌市民之家”便民服务平台的成
立。按照“应进必进”要求，许昌市
直 39个部门和水、电、气、暖、有线电
视等涉及民生服务的单位进驻大
厅，可办理 1100 项行政审批和服务
事项。为深化“一网通办”前提下

“最多跑一趟”改革，“许昌市民之
家”还推进了“一网受理、集成服务
改革”的收办模式。

“对老百姓来说，能踏踏实实地
在家门口一站式解决民生问题，把安
居乐业的需求满足好，这才是稳稳的

幸福，才叫真踏实。”求是杂志社《小
康》杂志地方新闻部主任靳晶说。

6月 13日，采访团一行走进驻马
店市驿城区西园街道翡翠街、解放路
二巷和文明路社区。

“以前，我们这儿是‘晴天风吹灰
漫天，阴天下雨污水流’。道路天天
堵，120急救车都进不来。”解放路二
巷电西小区居民杨大爷说，“现在好
了，政府投资对道路进行了雨污分
流，对道路路面进行改造，附近的沿
街墙体分主题绘制了墙画，现在已经
成了网红打卡地！”

据悉，2016年以前，解放路二巷
是马路市场，道路坑洼不平，污水横
流，两旁墙体破损严重，周围居民苦
不堪言。2016 年，西园街道办事处
积极争取市、区资金 1500 万元，对
解放路二巷及辖区背街小巷进行整
治，先后对解放路二巷、翡翠街进行
了雨污分流和道路路面、道牙及人
行道、墙体立面升级改造，同时办事
处自行投入资金 500 万元对背街小
巷的垃圾死角进行集中清理，对道
路沿线弱电进行集中整治，为使道
路更加整齐划一，办事处又对解放
路二巷商铺的门头牌匾进行了统一
规划和制作。

（下转第二版）

▲付楼第四
代村室⑨ 6 河
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龚砚庆 摄

6月16日，中国首台5G+氢燃料电动拖拉机在洛阳正式
发布。⑨6 潘炳郁 摄

今日导读
骨笛新韵 16│中原风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陈辉 河
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沈若
宸）5G 高清摄像头、蘑菇头 GPS天
线、毫米波雷达、大数据云平台、氢
燃料电动……当这些科技元素赋予
一辆拖拉机上，会给我国农机装备
制造和农业生产带来怎样的影响？

在中原“三夏”大忙之际，6 月
16日，我国首台 5G+氢燃料电动拖
拉机在洛阳正式亮相。

在洛阳国宏先进制造产业园举
行的新产品发布会上，记者见到了
身着银白色不锈钢外壳的5G+氢燃
料电动拖拉机。

“身高不足两米，还没个驾驶舱，
这个像大玩具一样的拖拉机能下田
耕地？”有与会者发出这样的疑问。

“3分钟加氢、24小时待命。别
看它个头小，马力十足、功能不少。”
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技术研发中
心主任王鹏一边解说，一边远程操
控。只见这辆无人驾驶拖拉机迅速
进入农田，自动规划路线、自动转
弯、自如进退、精准停靠，娴熟高效
地完成耕地作业……

这款高“颜值”和黑科技完美结
合的 5G+氢燃料电动拖拉机，由国
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牵头发起，清
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洛阳先

进制造产业研发基地联合打造。
洛阳是中国第一台东方红拖拉

机的诞生地，并于 2018 年 10 月研
发了国内首台无驾驶室的纯电动拖
拉机——“超级拖拉机1号”。

“在‘超级拖拉机 1 号’基础上
研发的这款拖拉机，采用氢燃料作
为能源，污染小，而且电能的使用成
本相较燃油而言更低，没有怠速损
耗，能源利用率高、噪音小、振动
小。它还可采用遥控驾驶和自动驾
驶两种控制模式，操作方便，自动化
程度更高。”王鹏表示。

“绿色智能是新一代农机装备
的发展趋势。”在国宏先进制造产业
园的演示厅，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
农机装备创新中心主任赵春江通过
远程连线说，中国首台 5G+氢燃料
电动拖拉机的问世，对新一代绿色
智能农机装备的创新探索，推动我
国农机装备转型升级，促进智慧农
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都具
有重要意义。③5

5G“+”持，“氢”松上阵

杯

现场短新闻大赛

高科技“铁牛”
自己会耕地

走进俺们的“小康”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高金光 龚砚庆

兰考县三义寨乡付楼村，有两
对很有意思的前后任书记：赵二红、
赵六红，先后任村党支部书记；刘
飞、欧阳建新，省发改委先后派驻的
第一书记，都是博士。

故事就从赵二红开始。
6月4日，烈日下，付楼村两层的

村室小楼有些晃眼。从麦田直接赶
来参加座谈的赵二红，进会议室脖子
猛一缩，“还是新村室好，凉快！”

付楼第一代村室的模样，还留
在老支书儿时的记忆里：“就在通往
黄河大堤的土路旁，五十年代建的
三间矮房。”如今，土路成了柏油路，
路旁已全是楼房。

迁入的第二代村室，就在村南
路口的小学旁，也是赵二红“上任”
的地方。“近 30年的老房子，就是个
小窝窝。”老头感慨。

当时，村集体没有一分钱，土路下
雨出不了村，家家户户兜里空。赵二
红从乡里领回一个“贫困村”的帽子。

要摘掉穷帽子，年龄偏大、识字
不多的村“两委”一班人却有心无力，
付楼渐渐成了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村。

2015 年 8月，省发改委派驻的
第一书记王中伟进了村。一个 80
后领着一帮老头儿，从群众最关心
的水、电、路入手。

浇地难，就协调打井。付楼村
80%以上的土地在滩区，守着黄河
却用不上水，只有6口灌井，“四亩一
分地收了1360斤麦”。

用电难，就谋划电网改造。当
时有几家村民一开空调，村里电闸
就得跳；浇一亩地电费得六七十元。

看着一帮人实实在在干事，群
众的心也慢慢热乎了。趁着村小学
扩建，从省发改委等处又协调来 20
万元资金，大伙儿一商量，干事要有
阵地，再建新村室。

2016年，第三代村室紧邻黄河
大堤建成，明三暗五的格局。不过，
搬进新村室的“两委”成员愈显苍老。

刘飞是2017年 11月接任的，在
基层多个岗位历练过，“进村不用预

热”，带来的是大力度、加速度。
“引导不主导，扶持不主持。”刘

飞有意培育付楼发展的内生动力、
造血功能，“配强一个人，配对一帮
人，付楼能做第一示范村。”

赵六红就是要配的那个强人。
放弃自己的事业，说服家人回了村，
2018年 4月村委换届，赵六红全票
当选党支部书记。

（下转第三版）

村室“三迁”看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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