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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15 日电 7 月 16
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文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
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
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
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
所在、幸福所在。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
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
大幸事。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决定党
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

党全国必须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
自觉、行动自觉，丝毫不能动摇。

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国社会
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
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
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
就是中国共产党。（下转第四版）

□丁新科

我省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的

关键期，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中央精

神，连续作出部署，各地要时刻保持临

战状态，坚决杜绝麻痹大意，以高度的

责任感打好防汛抗灾主动仗。

防汛备汛，思想先行。只有

绷紧思想弦，才能更加清醒认识

形势，才会更加自觉践行“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今年我

省淮河流域入汛早，雨量大，未

来黄淮地区还将迎来大范围强

降雨，形势严峻，必须立足“防大汛、抗大

洪、抢大险、救大灾”，做到思想上行动上

保持一致，全力以赴，枕戈待旦。连日

来，信阳暗访排查小水库，周口落实筹备

防汛物资，气象水文等部门加大监测力

度……各地各部门都要积极行动起来，

以更加扎实的举措做好各项工作。

防汛 救 灾 是 一 场 大 战 ，也 是 一 次

大 考 。 时 刻 保 持 临 战 状 态 ，要 有“ 静

气”，贵在处变不惊、有备无患，做最坏

准备、往最好努力，从应对最不利天气

形势出发，做好周密预案和准

备，既防河湖超标洪水，也防城

市内涝，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

而无备。要有“士气”，坚持领

导带头、靠前指挥，强化协调配

合，带动干部群众召之即来、来

之 能 战 、战 之 必 胜 。 要 有“ 锐

气”，大事当前担难担责担险，尽心尽

力尽职，将防汛责任细化到每一段大

堤、每一个路段，守土有责、形成合力，

我们就一定能筑牢防汛“安全线”，守

好民生“水位线”。2

□本报记者 宋敏

立足当下，眺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要
求“既善于积势蓄势谋势，又善于识变求变
应变”。

“蓄”是增后劲，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暨
省委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在“蓄”上下功
夫，厚植未来发展势能。只有把眼光放得更
开阔、更长远，加强战略谋划、前瞻布局，培
育壮大新动能，才能厚植优势，不断为我省
发展蓄能蓄势。

提升基础能力“蓄”势

7月中旬，骄阳似火，国道 310南移项目
三门峡段正在进行沥青摊铺。日前，因“公
路水路交通建设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好”
等，国务院对我省进行通报表彰，并给予
5000万元奖励用于交通项目建设。“国务院
的督查激励，是荣誉更是鞭策。”省交通运输
厅副厅长徐强说。

河南承东启西、连南贯北，交通区位优
势是我们发展的强大底气，但这个优势还不
稳固。纵向看，我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曾连
续 8 年居全国第一位，目前排第 5 位；横向

看，我省率先实现米字形高铁网建设实质性落地，但陕西、湖北、安徽
等地米字形高铁网建设也渐次展开。我省交通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
和潜力，要主动作为、抢抓机遇，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不只是交通，面向未来，我省须突出重点、强化弱项，在信息、水
利、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谋求新突破、赢得新优势。

绿色防尘网、蓝色降尘机……走进青豫直流工程特高压豫南换流
变电站，瞬间被眼前五彩斑斓的景象吸引。“致力于打造‘新时代样板工
程’，专门输送清洁能源的‘绿色工程’，建设也全过程‘绿色’。”该站业主
项目部经理朱汉伟说。特高压作为“新基建”的重头戏，以其强大的“带
货”能力，在助力“六稳”“六保”方面正释放乘数效应。（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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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战状态有“三气”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冯芸）7 月
15日，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
直流工程启动送电工作会议在驻马
店市上蔡县召开。历时近两年建设
的青电入豫工程正式启动送电，每年
400亿千瓦时来自青海等地的清洁能
源，通过 1587公里的“电力天路”，源
源不断送往中原大地。

省委书记王国生、国家电网有限
公司董事长毛伟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长尹弘出席会议。青海省委书记王
建军在青海分会场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建军在讲话中代表青海省委、
省政府向工程的决策者、建设者表示
感谢，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他指
出，青豫特高压直流工程全线贯通并
启动送电，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工程推进力度之大、建设速度之快、
创新成果之多、各方配合支持之有
力，开历史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充
分彰显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是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

重大能源战略思想的一次重大实
践。青海是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推
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青海义不
容辞的重大责任。工程投运不仅优
化了能源战略通道和骨干网络建设，
也为青海能源转型发展开辟了通道，
必将推动我们坚定不移把能源革命
引向深入。这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加强“两新一重”建设
的重大举措。能源是产业发展之基，
有能源走遍天下都不怕，缺能源产业
发展处处受局限。工程投运不仅实
现了能源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
配置，而且一头连着需求、一头连着
供给，必将为促消费惠民生调结构增
后劲提供新动能。这是服务“六稳”

“六保”最直接的重大工程。稳住经
济发展基本盘，保住企业生产基本
面，能源应当作贡献。工程投运不仅
补了短板，而且强了弱项，必将带来
巨大的乘数效应，在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中发挥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这是助力脱贫攻坚和
全面小康的重大成果。电力扶贫大
爱无疆，能源供给助力小康。工程投
运不仅为兄弟省份送了电、助了力，
更帮助当地群众脱了贫、换了颜，已
经成为加快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奔小
康的连心工程、富民工程、示范工
程。他表示，青电入豫，青海受益。
今天的青海，正在全力建设国家清洁
能源示范省，打造“绿电特区”，青海
清洁能源发展有赖于各方的关心关
注关爱。坚信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有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有大家的倾力支持帮助，青海一
定能够把这条承载着美好与希望的

“电力天路”“幸福之路”维护好运营
好发展好，源源不断地发好电供好电
输好电。

王国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工程
启动送电表示祝贺，向国家电网有限
公司以及参建单位和工程建设者、向
青海甘肃陕西等兄弟省表示感谢。

他指出，青电入豫工程是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让清洁能源更好造福人
民重大要求的实际行动，是推进“西
电东送”能源战略和西部大开发国家
战略实施的标志性工程，对于推动落
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重大战略、实现大别山革命老区“两
个更好”目标影响深远，对于当前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六稳”“六保”重大
要求、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利意义重大。青电入豫架起的
是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作为全国乃至
世界首条全部输送清洁能源的通道，
实现了清洁能源的跨区域优化配置，
充分展现了我们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和光
明前景。（下转第二版）

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启动送电工作会议召开

青电入豫工程正式启动送电
王国生王建军毛伟明出席并讲话 尹弘出席

架起电力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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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7月 15日，省长尹
弘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1次常务会议，研究赋
予9个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示范县（市）部
分省辖市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表彰省级依
法行政示范单位等事项。

会议原则同意将160项省辖市级经济社
会管理权限，赋予长葛市、孟州市、新安县、舞
钢市、新郑市、林州市、灵宝市、临颍县、淇县等
第一批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示范县（市）。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
域治理“三起来”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能放尽
放，不得随意设置附加条件，推动权限放到位，
充分调动县域积极性。同时，要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特别要对涉及人民生命安全、公共利
益等权限严格监管，确保不出现监管死角。
要注重协调联动，省级层面要加强指导培训，
强化人才、经费、技术、装备等保障；省辖市层
面要积极配合权限下放，按照权责一致原则
理顺市县关系；县（市）要提升能力素质，确保
权限有效承接、发挥作用。要加强政策效果
评估，适时调整完善提升扩权强县工作，为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会议通过了《关于表彰第二批河南省依
法行政示范单位的决定》，指出法治政府建设
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需要持续努力不
断推进。要重视示范创建作用，尤其要针对
我省依法行政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挖掘典型
树立标杆，准确提炼经验做法，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推动全省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

会议研究了 2020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推荐人选评选工作，强调要坚持公平公正
的评选工作导向，确保评选结果经得起社会
检验、获得各方认可。要完善人才政策，关心
关爱人才，充分发挥优秀人才对经济发展、科
技创新等各领域各方面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副省长黄强、舒庆、戴柏华、何金平、武国

定、霍金花，秘书长朱焕然出席会议。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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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良生 曹咏 符臻臻 闫生方

一场始料未及的新冠肺炎疫情袭
来，一时间，全国各地一级响应。河南
省是人口大省，多个地市与湖北接壤，
防疫形势异常严峻。河南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紧急部署，
科学决策，取得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主动权。

疫情就是命令！
作为中原医疗领域旗舰的郑大一

附院，毋庸置疑，沉甸甸的担子压到了
他们的肩上。

防控就是责任！
郑大一附院不负众望，逆行无畏，

体现出中原医疗旗舰的使命与担当，
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为我省百
姓的生命健康提供了坚强保障。

目前，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复工
复产过程中，既要做好常态防控，又要
保障百姓就医需求。郑大一附院院长
刘章锁教授始终坚持在抗疫第一线，

既是指挥者，又是专家，多少个日日夜
夜的守护，靠前指挥，赢得了抗疫工作
的胜利。刘章锁说：“常态下的防控，
在做好保障需求的同时，医院严格按
流程管理，不敢有丝毫松懈。秉持公
益之心，强化内涵建设，更趋精细化管
理，转危为机，郑大一附院始终把责任
扛在肩上，保一方百姓健康。”

不辱使命
抗疫工作作出突出贡献
作为我省危急重症患者救治的高

地，这次疫情，再次把郑大一附院推到了
战场的前沿。省、市、县、乡、村五级联
动，郑大一附院站在了最前面，被委以我
省疫情防控专家医疗组组长单位的重

任，指导着全省的疫情防控救治工作。
武汉告急！湖北告急！
当接到驰援武汉的任务后，作为

河南省唯一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郑大一附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积极
响应号召，短短的几个小时46名队员和
4名急救转运队员迅速集结，驰援武汉。

在武汉江汉方舱医院，郑大一附
院支援湖北医疗队成为河南省第一支
进驻的医疗队，也是第一批接诊、分管
床位最多的医疗队，承担了 1800余名
患者的生活起居任务，分管区域最大、
分管床位最多、收治病人最多。入舱
时间最长，在武汉抗疫的 50天里，累
计收治患者 1848 名，治愈出舱患者
1328名，重症转出患者520名，实现了

方舱医院患者“零死亡”“零回头”，全
体队员“零感染”。

疫情袭来时，郑大一附院副院长
赵松主动申请，出征武汉。作为郑大
一附院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深知责
任重大，在医疗队出发前夕，赵松的父
亲已经病情危重，但是他毅然决然逆
行出征。2月 19日，赵松父亲病重去
世，得知消息，他把自己关进办公室，
泪水夺眶而出。

“不发讣告、家里不设灵堂、不送花
圈、不收任何人的礼金，一切从简，不给
领导找麻烦，当前疫情非常时期骨灰盒
暂存殡仪馆。”重任在肩，现在不是痛哭
的时候，赵松把对父亲的追思埋在心
底，当天向后方发出这样的信息。

他毅然决然地走出办公室，走向
繁忙的工作岗位。

作为河南省新冠肺炎患者定点医
院和救治主战场，郑大一附院承担着
收治全省危急重症患者的重任。按照
省委省政府、省卫健委有关防控要求，
郑大一附院全体职工放弃休假，坚守岗
位，举全院之力全面投入疫情防控阻击
战，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防控措施。

与时间赛跑，跟死神较量，郑大一
附院再次显示了技术过硬的本领。

在院长刘章锁的直接领导下，郑
大一附院派出32位专家支援省内新冠
肺炎疫情严重地区临床救治，分管河
南省9个省辖市患者诊治指导，接收上
转重症患者 49例，全院共收治疑似病

例 114 例，确诊患者 76 例，治愈 67
例。同时，发挥医院国家远程医学中
心的优势，与我省 147 家定点医院会
诊会商，并与北京 301医院、武汉方舱
医院连线指导重症患者救治工作。

郑大一附院多名专家牵头撰写了
多个诊治新冠肺炎的专家共识，开展了
多项新冠肺炎的防治研究，为全省乃至
国家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为河南省新冠肺炎省级医疗救
治专家组组长的郑大一附院呼吸科危
重症学科主任张国俊教授，在抗击“非
典”“甲流”疫情中就是我省专家组的
中坚力量，这次他又走到了前沿。

作为组长，张国俊和专家组指导
着全省危急重症患者的诊疗方案制定
等工作；他还申请来到全省疫情最重
的信阳市，多少个日日夜夜，他的时间
排得满满的，每天凌晨 1时前，他很难
睡觉。张国俊带去的不仅是技术，还
有ECMO等救命设备，在重症患者救
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下转第四版）

责 任 与 担 当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抗疫中彰显医者仁心

蓄

7 月 15 日，雨过
天晴，小秦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云海环绕，蔚为壮观。该保护区位于我省
最西部，总面积15160公顷，海拔多在1200米以

上。区内有5条黄河一级支流，是黄河中游重要生态
保护屏障和水源涵养地。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云连天
山接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