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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22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6月 21日给北
京大学的留学生们回信，鼓励他们更加
深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把想法和体会
介绍给更多的人，为促进各国人民民心
相通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主动了解
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历史，这对了解
中国的过去、现在、将来十分有益。

习近平指出，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

读懂中国共产党。你们提到中国共产党
致力于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积极援助其
他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党
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促进人类
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

习近平表示，中国有句俗语：百闻
不如一见。欢迎你们多到中国各地走
走看看，更加深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
同时把你们的想法和体会介绍给更多

的人，为促进各国人民民心相通发挥积
极作用。

近日，来自 32 个国家的 45 名北京
大学留学生代表给习近平写信，向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致以美好的祝福。来
信讲述了他们在中国学习生活的体会
感悟，表达了对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下中国取得伟大成就的由衷赞许，对中
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高
度认同。

习近平给北京大学的留学生们回信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

□本报记者 石可欣

百万次的平台访问量、上万条基
层干部群众留言、根据受理范围推动
解决实际问题上百条……

互联网时代，老百姓上了网，民意
也就上了网。省委办公厅运用互联网
思维和信息化手段，不断创新工作思
路，改进优化督查方式，探索开展“互
联网+督查”。

一年来的实践证明，省委办公厅
已构建起统筹、规范、便捷、高效的常
态化督查新格局，“互联网+督查”已
成为省委与基层干部群众的“连心
桥”，有力推动了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

署落地见效，有效推动解决了人民群
众关切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实现了
督查增效和基层减负并举，提升了党
委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广受社会各界
好评。

谋定而后动 厚积而薄发

“以痕迹论政绩”的片面考核、走
马观花的形式调研、空洞无用的繁琐
材料……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基层干
部的大量时间耗费在华而不实的事务
上，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

2019年是党中央确定的“基层减
负年”。督查作为推动政策落实的重

要手段，如何最大程度实现为基层松
绑减负？

（下转第五版）

“中共河南省委
办公厅互联网+
督查”微信公众
号二维码

您可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

号，进入留言通道，“晒出身边的形

式主义”，畅谈关于基层减负的看法

和建议。或者登录https：//hnswdc.

henansw.gov.cn，填写提交留言。

本报讯（记者 刘晓
波）6月 22日，记者从省
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
当天，我省累计夏播面
积 9028 万亩。除部分
地方大豆、杂粮和倒茬
蔬菜还在陆续播种外，
我省夏播基本结束。

我省已播粮食作物
6850 万 亩 ，其 中 玉 米
5528万亩，水稻 606 万
亩，大豆516万亩。花生
已播 1198万亩，蔬菜瓜

类已播780万亩，其他已播200万亩。
今年夏播整体进展顺利，气象条件

有利，墒情适宜，秋作物基本实现了应种
尽种。

日前，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2021年
秋粮生产技术指导意见，指出要把握今
年秋粮生产形势，落实关键技术模式。

玉米要选用高产稳产、耐密抗倒、熟
期适中、多抗广适的适宜机械化作业的
优良品种，以机械化贯穿玉米生产全过
程，突出抓好玉米密度、整齐度、结实
度、成熟度等“四度”的落实；要结合各
地实际，适度推广“水稻+”和再生稻等
高质高效栽培模式，探索粮饲新型再生
稻栽培技术；因地制宜选用适应性好的
大豆品种，高质量播种，科学运筹肥水，
做好病虫草害防控；推广优质甘薯栽培
和小宗粮豆轻简化技术模式，以稳面
积、增单产、提品质、增效益为目标，大力
发展优质加工用淀粉型甘薯。各地要强
化服务保障，做好技术培训、农情调查和
技术指导。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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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好不好，“翅膀”来投票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6月 9日至
11日，2021年中国铜加工产业年度
大会暨中国（三门峡）铜产业高质量
发展大会在三门峡市召开，进一步
打响了三门峡“中国铜箔谷”品牌。

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铜加工产

业基地是三门峡转型发展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三门峡以转型为纲、项
目为王、创新为领、改革为要、特色
为重，重点对黄金、铝、煤、铜四大支
柱产业实行脱胎换骨改造，初步形
成“黄金矿山采选—冶炼—精炼—
黄金珠宝”“铝土矿—氧化铝—电解

铝—铝精深加工”“原煤采掘—煤炭
产品—基本化工原料—精细化工产
品”“铜板—铜杆—铜线—铜箔”四
大全产业链。

（下转第四版）

搭建“互联网+督查”平台
推动为基层减负增能见实效

——河南省委办公厅“互联网+督查”平台运行一年来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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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冯芸 马涛）6 月 21
日至 22日，省委书记楼阳生到洛阳市
调研党史学习教育、制造业发展、科技
创新、城市规划、生态保护等工作，并走
访看望老党员，向他们颁发“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

楼阳生走进原洛阳耐火材料厂老
厂房，参观“不忘初心、信念永恒——洛
耐职工怀念习仲勋同志展览”，从一张
张历史照片、一件件红色文物中，感受
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品格和精神风
范。楼阳生深有感触地说，我在这里接
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老一辈革命
家面对再大困难、身处再大逆境，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丝
毫没有动摇过，做到了真金不怕火炼。
我们学党史，就要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
坚定理想信念、真挚为民情怀，将其转
化为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

颁发“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庆祝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楼阳生看望了94岁高
龄的中科院院士陈俊武和 85岁的洛耐
厂第一批建设者张明远，为他们颁发

“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楼阳生说，
一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
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奇迹，这其
中凝结着广大老党员的心血和汗水。
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为党龄 50年以
上的党员颁发纪念章，充分体现了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老党员的
充分肯定和高度褒奖。广大老党员为
党的事业拼搏奋斗了一辈子，作出的重
要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楼阳
生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老党员致以亲
切问候和崇高敬意，祝愿他们健康长
寿，希望他们退休不退志，讲好党的故
事、优良传统，把红色基因传递下去。

制造业是洛阳市的支柱产业和优
势产业。在中信重工、洛阳LYC轴承、

普莱柯生物、格力电器等公司，楼阳生查
看科研中心、生产线，勉励企业负责人要
敢于改革、勇于创新，不断提升技术优
势，持续把企业做强做优。生产出中国
第一台拖拉机的中国一拖近年来加快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楼阳生询问市场销
售、无人驾驶拖拉机性能等，强调要加快
推进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建设，研发
出更多新产品，扩大市场份额，以农机现

代化支撑农业现代化。在中国空空导弹
研究院，楼阳生询问科技创新等情况，希
望双方抢抓“十四五”发展机遇，聚焦国
家重大战略需要，深化合作发展。在清
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洛阳先进制
造产业研发基地，楼阳生了解平台运营、
合作模式等，强调要推进孵化平台的标
准化服务、市场化运营、专业化管理，催
生更多科技企业；指出不仅要大力引进

研发平台，还要引进天使、风投、创投基
金等以及中介服务机构，为创新提供全
周期服务，让科学家专注创新，让企业家
安心创业，让河南成为各类人才发展兴
业的美好家园。

在洛阳市规划展示馆，楼阳生了解
洛阳时代变迁、发展现状和远景规划，
指出做好城市规划要传承历史文脉，优
化城市形态，（下转第二版）

楼阳生在洛阳市调研时强调

建强副中心 形成增长极

6月 21日，省委书记楼阳生到原洛阳耐火材料厂老厂房，参观“不忘初心、信念永恒——洛耐职工怀念习仲勋同志展
览”。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蔡迅翔 摄

本报讯（记者 归欣）6 月 22日，
省长王凯与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姜治
莹举行会谈，就进一步开展务实合作
深入交流。

王凯向姜治莹一行到豫考察表
示欢迎，感谢吉林大学长期以来对河
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
河南是重要的经济大省、人口大省、
文化大省、粮食大省，“十四五”时期
产业基础、人力资源、文化底蕴，特别
是区位交通等优势将进一步彰显。
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
认真落实《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牢牢抓住创新
这个发展第一动力，加快郑州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朝着“四个强省、一个高
地、一个家园”的现代化河南建设目
标奋力迈进。

王凯指出，吉林大学是国内一

流、世界知名高校，在化学、考古、电
子信息等特色学科建设，以及国家
重大创新科研项目攻关等方面都走
在全国前列。希望吉大发挥自身优
势，深入推动与郑州大学的部省合
建对口合作，进一步扩大在豫招生
规模，围绕高校学科建设、主导产业
发展、科研能力提升等，持续深化与
河南合作交流，拓展合作领域、丰富
合作成果，共同推动高等教育高质
量发展。

姜治莹说，河南资源丰富、潜力
巨大，是吉林大学最重要的省外生源
地，吉大一直高度重视双方的合作交
流。以此次会谈为契机，吉大将充分
发挥在特色学科、科技创新上的优
势，加强与河南高校、地方政府的对
接合作，为推动河南高质量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

霍金花、刘炯天参加会谈。③5

王凯与姜治莹举行会谈

本报讯（记者 曾鸣）6 月 18
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省财政
下达资金 1.7 亿元，推动南太行地
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建设，支持市县实施矿山和水
生态环境治理、土地整治等项目，
为我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自 2018 年我省安阳、鹤壁、

新乡、焦作和济源示范区实施南
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以来，省财政累计下达
资 金 29.7 亿 元 ，支 持 完 工 项 目
244 个，完工率达 98.4%，为加快
构建南太行地区乃至我国中部地
区生态安全屏障，实现经济、生
态、社会效益综合提升夯实了基
础。③9

本报讯（记者 曾鸣）6 月 17
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今年 5
月 31日，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

“亚行”）执董会批准了我省利用亚
行贷款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
库区生态保护和环境综合整治项
目。

该项目总投资 30.2 亿元人民
币，其中利用亚行贷款1.71亿欧元
（等值2亿美元），亚行贷款期限26
年，含 5年宽限期。近年来，省财
政协助亚行对项目进行了前期评

估，配合财政部完成了项目谈判，
谈判内容包括贷款期限、还款期、
利率等详细条款。

据了解，该项目旨在通过丹江
口库区生态保护和环境综合整治，
进一步做好南水北调水源地保护，
改善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和城乡
居民生活质量，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防洪堤防加固、河道渠道综合治
理、城乡供水与污水处理基础设施
建设、林果业绿色发展、信息化体
系和机构能力建设等子项目。③9

省财政1.7亿元资金
支持南太行生态保护修复

丹江口库区生态保护
获1.71亿欧元亚行贷款支持

郑州黄河生态廊道郁郁葱葱（6月22日摄）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丁新科

眼下正值仲夏，洛阳伊河湿地

内，水草茂盛，鹭鸟不时振翅掠过

水面。人们走在郁郁葱葱的岸边，

顿感水韵河洛入画来。近年来，洛

阳持续推进水生态修复，顷

顷碧波贯通城市，片片湿地

彰显自然之美，绘就了人水

和谐的生态画卷。

春江水暖鸭先知。生

态环境好不好，鸟类是用翅

膀来投票的，哪里生态好它

们就飞向哪里、栖息在哪里。野生

动物是生态改善的风向标。看一

个地方生态状况如何，最直观的就

是观察区域内野生动物种类是否

丰富。如果生态退化，野生动物家

园不断遭到侵蚀，则种群消失也是

必然。相反，鱼翔浅底、鹰击长空

的生动场景，说明生态保护措施得

力有效。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壮

大，已成为城市生态保护亮丽的名

片。比如，三门峡加大黄河湿地保

护力度，过冬白天鹅越来越

多，天鹅之城美誉度不断攀

升，再次印证了“谁保护生

态谁受益”朴素道理。

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

山见我应如是。生态保护

要算大账，我们向生态保护

投入每增一分，自然回报的远超十

分。最大限度尊重自然，最大限度

亲近自然，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绿

色河南、大美河南的动人画卷必将

在中原大地徐徐铺展。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