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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水六年多来

累计输水380.06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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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精神血脉 凝聚奋进力量
——河南省党史专题宣讲工作综述

扫码看视频

□本报记者 马涛 金京艺

习习春风暖中原，党史学习掀热
潮。

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走深走实，连日来，我省党史学习教
育宣讲团奔赴全省各地开展专题宣
讲活动。他们进机关、入校园、到企
业、走乡村、赴社区……中原大地呈
现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的生动局面。

截至目前，省委宣讲团和百年党
史百姓宣讲团成员在各地作报告共
50场，举办各种形式的互动交流活动
140余场，全省各级各类宣讲团共组
织基层宣讲 4000 余场，直接受众近
300万人。

一场场宣讲如一粒粒“红色种
子”，播撒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心
间。大家纷纷表示，要进一步学深悟
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党
的百年伟大奋斗史中汲取奋进新征程
的智慧和力量，真正做到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为加快
建设“四个强省、一个高地、一个家园”
现代化河南的目标任务努力奋斗，以
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紧扣主题 讲清核心要义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当前的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按照党中央关于
开展党史专题宣讲的安排部署，我省
第一时间组建党史学习教育省委宣
讲团和百年党史百姓宣讲团，进行集
体备课、宣讲动员。4月 10日，我省
党史专题宣讲活动正式启动。宣讲
团成员深入全省各地，将中国共产党
的奋斗历程、伟大贡献、革命精神、理
论创新、宝贵经验等，向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说清楚、讲明白。

想要讲明白，必须先学深悟透，
宣讲团成员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研读
党史学习材料，精心组织宣讲内容，
最大限度把专业“术语”转换成群众

“白话”，力求让大家听得懂、能领会、
记得牢。

“如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开展
好党史学习教育有何重大意义”……
在灵宝市，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委党
史研究室主任路海江以“学习党的历
史感悟思想伟力增强政治自觉奋力
开创新局”为题，运用生动活泼、通俗
易懂的语言，抽丝剥茧、层层递进，对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进行深入浅出的
讲解。大家纷纷表示，宣讲既有料有
趣有味，又内涵丰富，为大家上了一
堂深刻的思想政治课、党性教育课。

各地党委也参照省委做法，精心
遴选本地骨干力量开展对象化、分众
化、互动式宣讲，（下转第五版）

本报讯（记者 杨凌 通讯员 杨
宇 刘畅）5月11日，记者从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获悉，今年一季
度，随着一批高质量项目的引进、开
工和建设，该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

“开门红”。
初步核算，一季度，郑州航空港

区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267 亿元，同
比增长 26.8%，较 2019年同期增长
20.1%，增速在郑州市 16个县（市、
区）中排名第一。

一季度，郑州航空港区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5%，较2019
年同期增长35.9%。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4.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
成19.3亿元，同比增长21.5%。税收
收入同比增长28.3%。跨境电商持续

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完成进出口
3845.21万单、货值33.01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127.7%、87.8%。

一批高质量“龙头”项目签约入
驻。该区紧紧围绕“2+8”千百亿产
业集群培育，实施高质量招商项目

“125”计划，一季度共签约项目 13
个，签约金额248亿元。日前该区北
斗产业再传新利好，富士康、万马云、
兴港投资、合众思壮4家企业举行战
略合作签约仪式，共同开发建设航空
港实验区北斗产业园，力争打造世界
一流智能产品智造平台。此外，国内
首个拥有AI算法芯片化能力的数字
城市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云天
励飞落户该区，将为智慧城市建设
注入人工智能“灵魂”。③6

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267亿元，同比
增长26.8%

郑州航空港区实现“开门红”

学学党史党史 悟悟思想思想 办办实事实事 开开新局新局

愈奋斗愈出彩

□本报记者 张海涛 逯彦萃

大国工程，镌刻出一条有形的
“线”，让京豫因水结缘、永续相连；对
口协作，画出一条无形的“线”，让京
豫彼此赋能、合作共赢。

5月的中原大地，丹江水不舍昼
夜、汤汤北送，京豫对口协作项目紧
锣密鼓、加快推进，共同奏响两地携
手发展的动人旋律。

因水结缘 协作共赢

北京市民张鸣与南阳农民朱贤
歧相隔千里、素不相识，但他们的幸
福指数都因南水北调工程而提升。

今年“五一”期间，张鸣家的净水

器意外“罢工”，却给他带来惊喜。“自
来水烧开后口感与过滤水差别不大，
漂在水面的水垢不见了。”张鸣笑言，

“以后净水器也可以‘下岗了’。”
千里之外，南阳市西峡县五里桥

镇黄狮村的果园里，脱贫的果农朱贤
歧精心伺候着猕猴桃树，今年的果树
坐果不少，丰收有望。“这里是南水北
调水源地，结的果无公害，听说在北
京的展销会上都抢着要，今年俺的猕
猴桃肯定赚钱。”朱贤歧说。

千里调水，成败在水质。为确保一
渠清水永续北送，我省把水源涵养和水
质保护当作头等大事来做，在水源区实
施了最严格的环境准入标准，建成丹江
口库周生态隔离带53.33平方公里，完
成天然林保护面积7739平方公里，实
施了一批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等项
目，目前我省丹江口库区及上游12个
断面水质达标率均为100%。

一条新水脉，正带给越来越多首
都市民甘甜的舌尖体验，不断提高北
京市的水资源承载能力。2020年年
底，北京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自备
井成为历史，当年新增用水群众 15
万人。

为促进水源区强民生、保水质、绿
色转型发展，从根本上筑牢丹江水生态
屏障，国家开展了受水区与水源区对口
协作工作。以南水北调为纽带，北京与
河南开启了对口协作的新局面。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从
2014年起，北京每年援助我省 2.5亿
元，支持水源区项目建设。几年来，水
源区使用北京市对口协作资金 17.5
亿元，共实施了427个对口协作项目，
促进了水源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

朱贤歧所在的西峡县也成了双
方合作的受益方，该县 3年累计使用
5000 余万元对口协作资金，打造的

“猕猴桃+”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群众脱
贫致富的新名片，走出了水清民富的
发展新路径。

往来频繁 全面开花

一渠通南北，共饮丹江水，京豫
在频繁往来中，持续放大着合作的

“乘数效应”。
2016年 8月，我省党政代表团访

问北京市，签订了《全面深化京豫战
略合作协议》，开启了南水北调、教
育、科技、人社、商务、旅游等领域全
面合作的新篇章，双方优势互补，成
果遍地开花。

医疗合作紧密开展。北京儿童
医院与河南省儿童医院全面同质化
发展，从2016年开启合作共建以来，
北京专家到郑开展工作 700余人次，
帮助 4000多名省内重症患儿在“家
门口”治好病，为河南培养了一支“带
不走”的学科团队。“根据当前跟踪和
评估，进京看门诊和住院的河南患儿
数量降幅都超过了 50%，效果很明
显。”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局
长焦雅辉说。

劳务合作无缝对接。“豫嫂”通过
北京的家政龙头企业入京工作，成为
市场的“香饽饽”，优秀的家政服务员
月薪超万元。当前已经有 6.1 万名

“豫嫂”在北京从事家政服务行业。
同为北京在河南的投资项目，位

于邓州市的国家杂交小麦产业基地，
3年内形成优质杂交小麦种子500万
斤的年产能，为“粮袋子”加上一道安
全阀；郑州中科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
落地贾鲁河畔，带领我省的新能源技
术奔跑在行业第一梯队，为新兴产业
壮大加把劲儿。还有连年组织开展
的河南（北京）经贸合作暨农特优产
品推介会，让河南果蔬摆上更多北京
家庭的餐桌……

据不完全统计，“十三五”期间，
京豫合作项目超 1.5 万个，到位资金
预计 7600 亿元，约占全省引进省外
资金总量的 15.9%，北京市成为我省
引进省外资金的重要来源地。

产业转移 未来可期

多年来，以南水北调为媒，以彼
此赋能为本，河南与北京对口协作硕
果累累。

“2020年 12月，我省党政代表团
赴京学习考察，与北京市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明确双方共同打造跨区域合
作样板和国内大循环示范亮点，这为
双方合作共赢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
涵。”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

在新发展格局下，北京与河南两
地的产业合作潜力巨大。在一年一度
的中国（郑州）产业转移大会上，北京
与河南的签约备受关注，不少项目弥
补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既符合经
济规律，也体现了区域协调发展理念，
顺应了我国经济打造完整产业链、增
强产业链、延长产业链的大趋势。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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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娉 屈晓妍

在卢森堡首相贝泰尔的办公桌上，
摆放着一架卢森堡货航飞机模型，他将
其称为“国宝”。8249公里之外，这件

“国宝”的真实版，一架喷涂着“郑州号”
的B747-400F全货机正停在郑州机
场停机坪，引擎轰鸣、蓄势待飞。

5月13日凌晨2点21分，这架满
载货物的CV9752航班货机从郑州直
飞布达佩斯，将102万个新冠病毒检
测试剂盒等防疫物资运往欧洲。支援
全球抗疫，“郑州—卢森堡”这条国际
货运航线从未停止飞行。

2017年 6月 14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会见贝泰尔时指出，要深化
双方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金融
和产能等合作，中方支持建设郑州
—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

“如今，这条航线已经成为卢森
堡及欧洲其他地区的生命线，不仅
是雪中送炭的空中桥梁，更是连接
世界各国的友谊之路。”四年后，贝
泰尔为“空中丝绸之路”给出了最高
赞赏。

这 条 路 上 ，河 南 走 出“ 第 一
次”——

河南航投收购卢森堡货航35%
的股权，第一次拥有国际一流的全
货运航空公司；

开通“卢森堡—郑州—芝加哥”
航线，第一次拥有利用第五航权开
通的洲际货运航线；

与全球最大支线客机贸易商阿
维亚合作组建融资租赁公司，第一
次拥有专业飞机融资租赁公司；

设立卢森堡旅游签证（郑州）便
捷服务平台，第一次拥有外国驻豫
签证服务平台；

建设 BAA（中国）航空培训中
心，第一次拥有运输航空飞行训练
机构……

这 条 路 上 ，河 南 跑 出“ 加 速
度”——

“我还记得那些青铜器都是二
里头遗址发掘的。”提起“华夏文明
之源——河南文物珍宝展”，卢森堡
驻上海总领事贺文晟记忆犹新。
2018年 11月，145件（组）河南出土
的文物，搭乘卢货航的飞机飞赴欧
洲，成为“空中丝路”上独具魅力的

“珍宝乘客”。
在卢森堡国家历史与艺术博物

馆里可以感受华夏文明，在郑州进
口超市的货架上则摆满了来自全世
界的优质商品。智利车厘子、德国
啤酒、澳大利亚保健品等，已成为郑
州市民的日常消费品。

卢森堡货航副总裁维格·卡特莱
珀“掐算”过：“货物满载满卸大概用
两个小时。”国际贸易的“头号货币”
是时间，短短两个小时，足够在这里
把世界运进来，再把世界运出去。

（下转第五版）

飞出“新丝路”

“郑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的“郑州号”全货运飞机。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焦作城区段。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