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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开新局 对接长三角对接长三角 中原新起航中原新起航
□本报记者 王小萍 薛迎辉 龚鸣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经过霜降的洗礼，苹果最为香
甜。咬上一口三门峡产的苹果，香、
脆、酸甜适中。拥有百年种植经验
的三门峡市，是西北黄土高原优质
苹果的发源地。数不清的三门峡人
靠苹果生活，因苹果脱贫。

2019年，三门峡市苹果种植面
积达 170 万亩，产量 19 亿公斤，面
积、产量均居我省第一。以每个直
径8厘米计，这些苹果排列起来可绕
地球赤道四五十圈。

请一起品尝我们采来的三个不
同风味的苹果吧。

价值3000元的“苹果王”

“任总，听说您这儿有两斤重的苹果，
3000元是否考虑出手？”11月 9日，一名外
地客商通过微信以 3000元的价格买了三
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王镇和畅果业
专业合作社培育的富硒“苹果王”。

合作社负责人任莹沧打开纸箱，小心
地取出“苹果王”，果然个大饱满、色泽红
润，散发着清香。“工人对苹果分级时发现
了‘苹果王’，常见的大苹果多在 1.5 斤左
右，我种了 50年苹果，还是第一次见个头
这么大的。”展示过后，任莹沧将“苹果王”
重新放回原处，拽了拽门锁。

今年 76岁的任莹沧是富硒水果种植
专家。他介绍，今年富硒苹果的硒含量检
测报告刚出来，达21.9微克/千克。

和畅果业专业合作社主要种植苹果、
桃、樱桃等富硒水果。硒是一种化学元素，
可借助叶片喷洒、涂抹树干、土壤根施等办法，在植物体内吸
收转化为有机硒，富集到果实中，人体吸收后，可起到提高免
疫力、抗氧化、延缓衰老等功效。

“每年叶片喷施 3到 4次的硒元溶液，就可达到富硒标
准。”任莹沧介绍，每年 5月中旬起喷洒，以后每隔 15天喷一
次，让果树充分吸收转化，在采收前20天内停止喷洒。

2014年，任莹沧带着他的富硒水果参加了第三届中国
富硒食品推介交易会，高品质的富硒苹果、富硒桃等引起关
注，受到了加拿大、美国、以色列等国农业专家的好评。美
国的富硒专家乔尼·盖克和一位意大利的农场主还慕名来
到富硒果园参观交流。同年，三门峡市科学技术局将该合
作社种植基地命名为“三门峡富硒果（桃、苹果）科技创新示
范基地”。

“要搞就要认真搞，种出特色来。”任莹沧介绍，借助“富
硒”招牌，合作社连续举办了7届桃花节，（下转第五版）

□丁新科

上海市兴业路 76 号，一

座普通的旧式石库门住宅

建筑，因党的一大在这里召

开而彪炳史册。我省党政

代表团赴上海江苏浙江学习考察，首日瞻仰

中共一大会址，重温历史，缅怀先辈，这既是

初心与使命的砥砺，更是黄河儿女奋进新征

程的誓言。

从“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陈延年，到从

容就义的瞿秋白，再到畅想“可爱的中国”的

方志敏……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先烈们诠

释着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而这座隐藏在居

民区的建筑，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创业的

起点，折射着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留下了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百年

启示。时代不同，但理想信仰不变，矢志奋斗

的精神内核不变。

不忘初心再出发，奋勇争先更出彩。站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思考

河南发展，愈感责任重大。沿着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擘画的新蓝图前行，我们当时刻聆

听“石库门”的启迪，坚持人民至上，只要是人

民群众欢迎的事，再难也要干到底；加速融入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借鉴沪苏浙等地先进

经验，发挥区位优势、市场优势，深化与兄弟

省份产业合作，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

更大发展；弘扬黄河儿女刚健风骨，以理想激

励梦想，以实干创造实绩，在黄河之畔书写更

多更精彩“中国共产党的故事”。2

□本报记者 归欣

11月 16日，深秋的阳光洒在上海市
兴业路76号，和煦温暖。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这座门前终年
排着长队的石库门老房子，如今是繁华大
上海人气最高的“打卡地”，也是全国共产
党员追寻初心的“朝圣地”。近百年来，她
在栉风沐雨中见证着党从弱小到强大，从
九死一生到蓬勃兴旺，从只有50多位党员
到拥有9000多万党员、460多万个基层组
织，成为世界最大执政党，掌舵“中国号”巨
轮劈波斩浪的发展历程。

征程千里，初心如一。风尘仆仆的
河南省党政代表团抵沪不久，就专程赶
赴这里瞻仰缅怀，沿着早期共产党人的
足迹，探寻党的“精神密码”。

“习近平总书记教导我们，走得再
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
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在党的
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到党梦想起航
的地方学习，本身就是一次生动的‘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践，对我们
更好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意义重
大。”代表团成员、许昌市委书记胡五岳
表示。

青色砖墙、红色窗棂、精致条桌、硬
木椅、小圆凳、雕花茶杯……在复原的中
共一大会场旧址前，代表团成员久久伫
立、静静思索。

“前赴后继、救亡图存”“风云际会、
相约建党”“群英汇聚、开天辟地”，在讲
解员的引导下，代表团认真观看专题展
区，一件件历史文物、一张张珍贵照片，

把大家带回党初创时期的峥嵘岁月。
真理是什么味道？1920年 9月印刷

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安放于
展厅陈列柜，吸引了代表团所有成员的
目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述了陈望道
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蘸着墨汁吃粽
子，还说味道很甜”的故事。

（下转第二版）

温誓词 证初心 谋发展
——我省党政代表团瞻仰中共一大会址速写

时刻聆听
“石库门”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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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 1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
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
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徐建勋 冯刘克 邹会芳

城市道路综合改造是郑州市“三
项工程、一项管理”的重要内容，是推
进城市有机更新的重要抓手，对城市
风貌提升、内涵提升、发展质量提升、
社会治理水平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作为郑州市的中心城区，金水区在

“一环十横十纵”道路综合改造中，切
实把好设计、成本、施工、管养“四
关”，突出在内涵和品质上下功夫，务
求打造精品工程。通过道路综合改
造，更好地打造城市街景，塑造城市
亮点，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总体
布局，为推动城市品质进一步提升，

持续改善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郑州
市实施了“一环十横十纵”道路综合
改造工程，其中“一环”为三环快速
路，“十横”为三全路、东风路、农业路
等 10 条东西走向主要道路，“十纵”
为中州大道、未来路、经三路等 10条
南北走向主要道路。郑州市“一环十
横十纵”道路综合改造工程共计 21条
路，金水区承担辖区内 14 条道路改
造任务，其中一期道路 4条，分别是未
来路（中州大道—沈庄路）、黄河路
（嵩山路—中州大道）、经三路（北三
环—城北路）、京广路（宋砦南街—金
水路），目前均已完成改造。二期道
路（北三环、陇海路）已全面启动，力
争春节前完成改造。

金水区一期 4条道路均位于中心

城区，路窄人多，沿线涉及多个省市
公共单位和居民小区，影响面大，原
道路已历经多次扩宽改造，管线错综
复杂，本次改造时间急、任务重、难度
大、情况复杂。面对严峻形势，金水
区始终把城市道路综合改造作为落
实省委、郑州市委全会精神、落实郑
州市委主要领导调研金水区指示要
求的重大政治任务和实现“两率先一
争当”、打造高品质现代化城区的重
大基础工程抓好落实，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度落实“两优先、
两分离、两贯通、一增加”建设理念，
书记区长靠前指挥，负责城建的副区
长亲力亲为，住建局总牵头，区平台
公司——金达公司负责建设管理，各
街道办事处协调保障，多方联动，深

耕精作，推动城市道路综合改造在全
市率先出彩出新。

把好“设计关”突出金水特色

为打造文化特色、一流品质，金水
区在道路综合改造中建立了总设计师
制度，从整体上把握各条道路、各个节
点的设计理念。在保持未来路、黄河
路、经三路、京广路 4条道路个性风格
的基础上，找准切入点，科学统筹融
合，精心锻造节点，分别打造了“金水
上苑”“金水顺苑”“金水福苑”和“金水
纺园”等街头公园绿地，初步形成了

“百米一小品、千米一小苑”的绿城风
貌，让周边居民群众深切感受到改造
成效。

统筹各条道路综合杆、花箱、座
椅、垃圾箱、阻车桩等城市家具，建立
统一风格，打造金水特色，将城市家具
与道路沿线休憩空间完美融合，让冰
冷的路面更有温度、让嘈杂的街道更
有韵味，城区靓起来、生活慢下来，真
正实现道路向街区的华丽蜕变。同时
利用拆除违建、迁移电箱、打开栅栏、
退界围墙等多重手段腾挪空间，实现
路口渠化扩宽，打通农业路经三路西
南角“肠梗阻”，贯通经三路林科路西
南角瓶颈等多年顽疾，将突出台阶降
下来，将塌陷井盖升起来，整体形成了

“平”“通”“透”的改造效果。
在道路综合改造中，贯彻“加减乘

法”的理念。加功能，增加机动车和非
机动车停车场、公园绿地、公厕、直饮

水机等；减障碍，拆除违建，移除强弱
电箱，打开围墙栅栏；乘东风，带动农
科路酒吧街等主干道周边特色街区同
步提升，带动沿街单位联动升级，形成
示范引领效应。

此次改造中，金水区把街道的 U
形空间作为整体进行系统设计，即建
筑立面、人行道、景观和城市家具，对
其统一色彩、统一标准、统一元素。比
如在农科路周边的改造中，该区延续
了农科路酒吧街业态，以节点景观、城
市家具和雕塑标识为亮点进行特色打
造，体现酒吧街的特点。着重对环境
色彩进行调整，将地面色彩降下去，系
统改造周边建筑的色彩与材质，将原
有纷乱的色彩统一起来，增强城市环
境协调性与舒适度。（下转第八版）

郑州金水区把好“四关”务求道路改造出精品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冯芸）11月 16日，
河南·上海座谈会在上海举行，签署《豫沪
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共议两地携手合
作发展。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市长龚正，河
南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尹弘出席。上海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市政协主席董
云虎，河南省政协主席刘伟出席。

李强代表上海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
政府、市政协，对河南省长期以来给予上海
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指出，河南自古
人杰地灵，历史底蕴深厚。近年来，河南省
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抢抓机遇、乘势而
上，凸显大发展后劲、大枢纽优势、大市场
活力，各项工作呈现新气象新成效。河南
同志埋头苦干、奋勇争先的好作风值得上
海认真学习。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和在浦东开发开

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
力实施“三项任务、一大平台”，全面强化

“四大功能”，加快建设“五个中心”和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上海与河南两地合作源远流长，在国
家战略中分别承担着重要任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为深化双方合作带来更大空间。要
把握机遇、发挥优势、强化对接，在畅通循
环上加强协同，在扩大开放上深化合作，全
力推动沪豫两地合作交流迈上新台阶，携
手为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要共同
发挥枢纽、平台和通道作用，加强金融、交
通、产业链、农产品等领域合作。在口岸通
关信息共享、数据互联、标准互通等方面相
互借鉴，加快完善“一带一路”沪豫合作机
制，用好进博会大平台，让更多溢出成果惠
及两地。

王国生指出，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系统谋划“十

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
到上海来考察学习，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前夕上的一堂生动党课。在上
海这个党的诞生地，我们瞻仰中共一大会
址，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这是在
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之际，进行的一次践
行新发展理念、更新思想观念的学习之
旅。上海是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
展先行者，希望通过这次考察，学习上海的
先进理念、成熟经验、务实作风，进一步增
强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这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河南重要讲话和在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
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科学把握新
发展阶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合作之
举。河南、上海两地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

发展同向、优势互补，在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农业现代化、全面扩大开放等方面，合
作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希望通过深入交
流，推进豫沪合作不断向更宽领域、更深层
次、更高水平迈进。

龚正、尹弘分别介绍了两地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河南省政府和上海市政府签署
《豫沪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双方将在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加强创新
发展、先进制造业、先进农业、国资企业改
革、金融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领域、深层
次交流合作。

上海市领导吴清、翁祖亮、诸葛宇杰、
彭沉雷，河南省领导李亚、穆为民、徐立毅、
赵素萍、何金平参加活动。

河南省党政代表团当日参观中共一大
会址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考察了圆通总
部基地、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规划展示馆、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地。③6

李强龚正王国生尹弘出席河南·上海座谈会

深度对接长江经济带 共谋豫沪合作新发展
蒋卓庆董云虎刘伟出席

“开路先锋”是怎样闯出来的？ 02│要闻

长三角创新观察·上海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