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全省各地如何

做好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迈好“十四五”时期发展第一步，至关

重要。本报派出多路记者，采用文、图、视频全媒体形式，精心为您展现今年以来全

省各地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乘势而上育先机、开新局，下好化危为机“先手

棋”、打好转型升级“主动仗”等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的新突破、新亮

点、新作为、新实践，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河南新征程积势蓄力，为迎接建党

100周年书写出更加绚丽的河南答卷。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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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4月 5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阮春福，祝贺他当选
越南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越是山水
相连的社会主义邻邦。去年以来，双方
守望相助，携手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重大成果，两国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共同

谱写了中越睦邻友好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越关系和两国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步入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
我高度重视中越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
努力，以构建双方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
共同体为指引，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果，更好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祝贺范
明政当选越南政府总理，表示愿同范明政
总理一道努力，稳步推动发展战略对接，
加快构建互利共赢合作格局，为中越睦邻
友好与全面合作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 刘勰

3月 29日，北京，全国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总结表彰大会上，一大批专项斗
争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受到表
彰。其中，省纪委监委荣获“全国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先进单位”荣誉称号，省
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郑州市纪委
监委第十七审查调查室被评为“全国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集体”，我省 4名
纪检监察干部也受到了表彰，得到了充
分肯定。

这些沉甸甸的荣誉，是全省纪检
监察系统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
作要求，坚定扛起惩腐打“伞”政治责
任，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体现和鲜明
印证。

压实责任 实现深挖彻查

打掉黑恶势力“保护伞”，是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重中之重，是纪检监察机
关的重大政治任务。

自专项斗争开展伊始，我省各级纪
委监委就建立起由常委会负总责、纪委
书记负首责、领导班子成员各负其责的
惩腐打“伞”组织领导机制，层层压实政
治责任，对涉黑涉恶犯罪案件，一律深挖
其背后的腐败问题，对黑恶势力“关系
网”“保护伞”，一律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全省各级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靠
前指挥，直接领办重大疑难案件，攻克深
挖彻查的难点堵点。领导班子成员分片
包案，直查直办大案要案。同时，省纪委
监委探索构建案件查处机制，对群众关

注度高、在全省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组织
领办，对涉案人员层级高、范围广、下级
办理有困难的案件直查直办，对中央督
导组交办、省辖市查办的重大案件挂牌
督办，对在当地干扰多阻力大、疑难复杂
的案件异地管辖、提级查办。

在查办中央巡视组转来的反映河
南华夏外语小学原校长仝某某涉嫌黑恶
势力犯罪及其“保护伞”的问题线索时，
省纪委监委负责同志亲自领办，专案组
坚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从政治
问题着眼、从经济问题着手，从‘打伞’着
眼、从‘扫黑’着手”的工作思路，深入查
找仝某某涉黑犯罪证据，同时对每起事
实形成的过程及背后的原因逐一进行调
查，对应查找为其提供庇护的“保护伞”，
最终“伞”倒“网”破，案件办理取得成功。

（下转第三版）

打“伞”破“网”齐发力 激浊扬清显担当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扫黑除恶“惩腐打伞”工作回顾

本报讯（记者 归欣）4月 3日至 5
日，代省长王凯到兰考、新县、光山调
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
精神，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同弘扬焦
裕禄精神、大别山精神结合起来，坚
定信念、接续奋斗，带领人民群众过
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焦桐挺拔，生机盎然。3日，王凯
赶赴兰考，拜谒焦陵、深切缅怀焦裕
禄同志，参观焦裕禄生平事迹展览
馆，到东坝头镇张庄村、红庙镇高标
准农田万亩方、堌阳镇徐场村等地，
查看粮食生产、乡村产业发展、美丽
乡村建设情况。王凯指出，要深入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三起

来”、乡镇工作“三结合”重大要求，持
续弘扬焦裕禄同志“三股劲”，以迎难
而上的劲头锤炼过硬本领，抓好产业
发展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在巩固脱贫
成果基础上扎实迈向乡村振兴。

4日正值清明节，王凯来到新县，
拜谒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在鄂
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调研大别山
红色基因库保护建设工作，到羚锐制
药了解企业带贫情况，叮嘱大家要发
扬好大别山精神，把习近平总书记“两
个更好”重大要求落到实处，不断增进
老区人民福祉。假日里的田铺大塆游
客熙攘，王凯走进当地群众开办的店
铺、民宿等，询问生产经营情况，勉励
大家把特色产品、民俗文化与乡村旅

游结合起来，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王凯还到光山县司马光油茶园、文

殊乡东岳村、静脉产业园等地，调研油
茶产业发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化利用等工
作。他指出，要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
坚持保护建筑、保持肌理、保存风貌、保
全文化、保有生活，把广大农村打造成
宜居乡村，把城市建设得更美好。

王凯强调，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砥砺初心使命，用中原大地的红色文
化、红色基因滋养精神，推动河南高
质量发展。要突出产业引领，强化技
能培训，鼓励一批基础好、发展快的
村发挥引领作用，带动更多村庄共同
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③6

本报讯（记者 刘春香）4 月 5
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
今年清明节假期，全省旅游市场共
接待游客 1566.33万人次，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增长 9%，旅游总收入
75.77亿元，恢复到 2019年同期的
85%，位于全国前列。

清明节假期，全省各地掀起红
色旅游热潮。许多群众自发前往
新县、兰考等地的革命旧址、纪念
馆、博物馆等场所，在学习党史、缅
怀英烈中传承红色基因。大别山
老区新县各红色景区游人如织，鄂

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许世友
将军故里、郑维山将军故里均迎来
客流高峰，日进场游客超过 5000
人次。焦裕禄同志纪念馆里的“大
窟窿”藤椅、红旗渠纪念馆中“炸药
箱”等文物，让人驻足追思。

清明也是踏青赏花的好时节，
开封清明文化节、洛阳牡丹文化节
等大型活动集中举办，掀起赏花踏
青热潮。各景区积极创新丰富业
态，优化旅游服务，赏花游、夜游、
沉浸式旅游大受欢迎。其中，重点
景区带动作用明显。

智慧旅游作用凸显。我省 4A
级以上景区基本实现了信息发布、导
游导览、电子售检票、在线交易和一
键救援等服务。智能垃圾桶、智慧灯
杆等新科技成为亮点，一机游、码上
游、一键游等在景区得到推广普及。

乡村旅游花开满园。清明节
假期，乡村旅游迎来高峰，“回老
家、探亲友、住农家院、吃农家饭”
成为节日一大特色。新县田铺大
塆、西河湾、奇龙岭等乡村客流不
断，老家寒舍、木槿山岗、水塝院子
等主要民宿点入住率达80%。③5

习近平致电祝贺阮春福当选越南国家主席

王凯到兰考新县光山调研时强调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红色文化
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精神动力

河南旅游强势复苏！

我们这样干

1566.33万人次
75.77亿元

我省公路、水路运输市场总量
超去年同期300%以上

本报讯（记者 宋敏）4 月 5日，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清
明小长假，我省公路、水路运输市场
持续回暖，总量超去年同期300%以
上，高速公路通行量超过 2019年同
期，641.16 万辆小型客车享受高速
公路通行费减免政策，共减免 2.56
亿元。

“清明节假期返乡探亲、祭扫等
出行需求旺盛，短途客流、城乡客运
量较日常出现大幅上升。”省交通运

输厅有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4 月 3 日至 5 日，全省

公路运输共投入运力 8.8276万辆，
发放班次20.5554万次，完成客运量
277.92万人次，较 2020年同期上升
374.06% ；水 路 运 输 共 投 入 运 力
1058艘次，完成客运量 3.5583万人
次，较 2019年、2020年同期分别上
升13%、2110%；高速公路车流总量
为 746.82万辆，较 2019年、2020年
同期分别上升13.71%、36.7%。③5

我省车流量持续上升
高速公路减免通行费2.56亿元

641.16万辆小型客车享受
高速公路通行费减免政策，
共减免2.56亿元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4月 1日，在汝阳县小店镇杨
家渠村，一场全国“掌上”春耕正
紧张进行，中国一拖、国家农机装
备创新中心、中联农机、丰疆智能
等来自国内知名单位研发的无人
农机激战正酣……

在这场由工信部组织的第
三届大规模无人农机协同“大练
兵 ”中 ，东 方 红 2204、东 方 红
LF1104-C、东方红 ET504-H 等
多款“洛阳创新”产品亮相，成为此
次无人作业试验中闪亮的“明星”。

“以东方红 2204无人驾驶拖
拉机为例，它与同规格普通拖拉
机相比在操作精度上实现了巨大
提升，正常作业误差可以控制在
2.5 厘米以内。”中国一拖相关负
责人介绍，“完成同样的操控，一
般农机手需要具备 20 年左右的
经验。”

作为新中国“一五”期间 156
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1958 年，

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台履带拖拉
机在位于洛阳的第一拖拉机制造
厂顺利下线。

沧桑巨变，沃野千里，一台台
无人驾驶拖拉机的大显身手，让

“东方红”焕发新时代的光彩，为
洛阳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
作了生动注脚。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
系，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
业。3月 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召开会议，审议《关于新时代推动
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强调“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
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洛阳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
地，“十四五”如何开新局？洛阳
市委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
新战略定位，把现代化洛阳都市
圈建设作为洛阳市“十四五”经济
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主抓手主平
台，持续深化提升“9+2”工作布
局，一手抓项目建设“牛鼻子”，一
手抓场域载体这个“强磁场”。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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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4日，小朋友们在永城市日月湖放风筝，乐享假期。清明节假期，该市各景点、公园广场桃红柳绿，美景
如画，吸引众多市民享受春光。⑨3 王铮 孙海峰 摄

黄河系上
“绿丝带”

串起沿黄
“好时光”

泥沙铸造
“金饭碗”

青春无悔
圆梦想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部署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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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植绿一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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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生态廊道

“四格图”绿廊 游廊

长廊 筑廊

局新语开

河 南 博 物 院
洛阳龙门石窟 上榜全国十大热门景区 04│要闻

洛阳吉利黄河湿地
鹤鸣湖风景宜人。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