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顶端新闻河南日报客户端

中 共 河 南 省 委 机 关 报 河 南 日 报 社 出 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1-0001 邮发代号：35-1
第 25813号 今日36版

2022年6月 日
星期四 壬寅年五月十八

16
HENAN DAILY

04│要闻

高温下的清凉消费便笺

新华社北京6月 15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6月 15日下午同俄罗斯总
统普京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全
球性动荡变革，中俄关系保持良好发
展势头。两国经贸合作稳步推进，黑
河—布拉戈维申斯克公路桥实现通
车，打通一条两国互联互通的新通
道。中方愿同俄方推动双边务实合
作行稳致远。中方愿同俄方继续在
涉及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密切两国战略协
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海合
作组织等重要国际和地区组织的沟
通协调，促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
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普京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
导下，中国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俄方
表示衷心祝贺。今年以来，俄中务实
合作稳步发展。俄方支持中方提出
的全球安全倡议，反对任何势力借口

所谓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干涉中
国内政，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为
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更加公正合
理的国际秩序作出建设性努力。

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交换意
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从乌克兰问
题的历史经纬和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
主作出判断，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促进
全球经济秩序稳定。各方应该以负责
任方式推动乌克兰危机得到妥善解
决。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应有作用。

新华社北京 6月 15日电 6月 16
日出版的第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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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走
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更好推动我国人
权事业发展》。

文章强调，呵护人的生命、价值、
尊严，实现人人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
的共同追求。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党的百年奋斗
史，贯穿着党团结带领人民为争取人
权、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发展人权而
进行的不懈努力。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坚持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
理政的一项重要工作，推动我国人权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文章指出，在推进我国人权事业
发展的实践中，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人
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结我们党团
结带领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
经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走出
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
的人权发展道路。一是坚持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国人权事业
的社会主义性质。二是坚持尊重人
民主体地位。人民性是中国人权发
展道路最显著的特征。三是坚持从
我国实际出发。各国人权发展道路
必须根据各自国情和本国人民愿望
来决定。四是坚持以生存权、发展权

为首要的基本人权。生存是享有一
切人权的基础，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
的人权。五是坚持依法保障人权。
法治是人权最有效的保障。六是坚
持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发展人
权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各国都有
权利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不同文
明、不同国家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包
容、相互交流、相互借鉴。

文章强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深刻认识做好人权工作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更加重视尊重和保
障人权，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健康发
展，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第
一，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第二，
加强人权法治保障。第三，弘扬正

确人权观。第四，积极推动全球人
权治理。第五，积极开展国际人权
斗争。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
的，不能脱离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
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空谈人权。评
价一个国家是否有人权，不能以别
的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更不能搞双
重标准，甚至把人权当作干涉别国
内政的政治工具。

文章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担
负起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历史责
任，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
学习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当代中国人
权观，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要增强尊
重和保障人权意识，形成推动我国人
权事业发展的合力。

□朱鸣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打造“设

计河南”，具有战略性引领意义，是融

入新发展格局、推动我省更多产品产

业成为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

关键环中高端的必然要求，是加快构

建现代创新体系、现代产业体系、现代

城乡体系的迫切需要。

设计的本质是创新创意创

造，能有效提升产品附加值，满

足个性化、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建设“设计河南”，就是要推动促

进设计在制造业、文化旅游、城

市更新、乡村振兴等经济社会领

域全渗透、高赋能，形成多领域、

群链式的设计产业体系和赋能体系，建

成引领中部、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设

计产业高地，形成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

的“设计河南”新品牌和新范式，为实现

“两个确保”提供重要支撑。

“ 设 计 河 南 ”建 设 是 一 项 系 统 工

程，牵涉领域广，需要政府、企业、社会

等各方面共同努力。省级层面，我们

正在研究制定中长期规划和行动方

案，谋划实施创新能力提升、设计企业

培育、平台载体建设、数智融合发展、

设计人才培育、开放合作交流“六大行

动”，研究出台支持政策，充分调动各

方积极性、创造性。各地也要因地制

宜，依托特色产业优势，找准设计赋能

的切入点，细化工作措施，做强工业设

计，做优建筑设计，做精文旅设计，做

美乡村设计，建设一批设计园区、创意

街区，把先进的设计融入到生

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塑造一

批名品、名企、名园、名师、名

院，全面提升河南设计品牌形

象和内涵。企业是市场的主

体，也是设计产业发展的主力

军 ，要 支 持 企 业 加 大 设 计 投

入，汇集应用设计类经验、知识、算法

等工业技术，加快研发工业软件，为设

计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人人都有创意，每一个创意都值

得鼓励和肯定，每一位设计师的价值

创造也都值得认同和尊重。汇聚各方

力量，营造全社会了解、关心、尊重、支

持设计发展的良好氛围，“设计河南”

未来可期。3

□本报记者 刘春香

6月 14日，随着满天烟花璀璨绽放，全
场一片惊呼，电影小镇“一路有戏”的夜场
演出欢乐到巅峰。

近日，郑州园博园也上演“耀眼星空”，
园区举办萤火虫观赏和放飞活动，流萤飞
舞，甚为壮观，大受亲子家庭欢迎。

“天黑不打烊”，当前，我省景区、商圈
等一齐发力，城市、乡村多点开花，全省各
地文旅夜经济纷纷开动，成为拉动文旅复
苏的“排头兵”。方特、银基国际旅游度假
区、云台山、宝泉、嵖岈山、伏羲山等多家文
旅场所，因推出露营、灯光秀等夜游产品，
客流量得到大幅提升。

“上个周末，我往‘只有河南’景区跑了
8趟。”郑州出租车司机王师傅也明显感受
到了旅游市场的“回暖”。他说，最近接到
的往返周边景区的订单明显增多，其中有

不少是去夜游景区的年轻人。
夜游升温不仅让景区、旅行社等受益，

也带动了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文
旅全产业链条的同步复苏。

近年来，我省不断发力夜经济。早在
两年前，我省就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有条件
的旅游景区开展夜间游览服务，挖掘各地
历史文化内涵，创办和提升一批音乐节、露
营节等夜游主题活动。目前，我省已打造
有郑州国际文创园区、开封宋都皇城升级
旅游度假区、洛阳古城特色文化街区、栾川
县重渡沟风景区、焦作市云台山岸上小镇
等五个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按照规划，到今年年底，全省要建设
30个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以夜游为标志，全省以安全生产为底
线，全力启动文旅市场。刚刚公布的《河南
省贯彻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
方案》中，强调要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恢复发

展，开展“河南人游河南·河南人爱河南”惠
民消费活动，发放旅游景区门票专项消费
券等。

“嗨游”之外，“嗨购”“嗨吃”等夜消费也
表现亮眼。自6月8日起，开封市鼓楼夜市、
书店街夜市、西司夜市等先后复市，人们重
新找回“白天逛景区、晚上吃夜市”的幸福生
活。郑州推出“醉美夜郑州”消费季活动，超
2亿元消费券和丰富的特色夜经济活动，点
亮市民夜生活，推动复工复产复市。

知名旅游专家张峰分析认为，河南各地
纷纷重启夜游夜购，充分反映了政府振兴经
济、扩大文化和旅游消费的信心。积压已久
的出游消费需求逐步释放，将进一步推动文
旅经济从“苏醒”走向“繁荣”。③4

本报讯（记者 归欣）6月 15日，省
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召开省
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
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研究贯彻落
实工作。

会议邀请中国社科院历史学部主
任、研究员王巍作专题辅导，系统介绍
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立项缘起、研
究方向和前沿性成果，解读了探源工
程在实证中华 5000年文明等方面的
重大意义，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

涵，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
史脉络，对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河
南实践提出了建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工作发表的重要
讲话，充分肯定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
得的重大成果，深刻阐述了传承和弘扬
中华文明的重大意义，系统提出了把中
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的重大要求，
为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
动文化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
本遵循。河南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核

心地区和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历史
地位独特、责任使命重大，各级各部门
要深刻领会、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进一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
自信，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上展现更大
作为，积极贡献河南力量。

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我省在中
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深入
推进重要遗址考古发掘，深化考古成
果研究阐释，加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
成果传播推广。要加强文物和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积极探索活化利用新模式新路径，深
度挖掘蕴含价值，用河南文物讲好中
国故事，把“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打
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旅品牌。
要强化服务保障，加大投入力度，完
善激励机制，集聚一流人才，壮大专
业队伍，加强学科建设，打造高水平
考古研究机构，为文化文物事业高质
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省政府党组成员孙守刚、费东斌、
戴柏华、何金平、武国定、顾雪飞、刘玉
江、刘世伟出席会议。③6

本报讯（记者 冯芸 马涛）6月 14
日，省委书记楼阳生在郑州拜会最高人
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一行。

张军对河南省委和省政府高度重
视检察工作给予赞赏，对河南经济社
会发展和检察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
指出，近年来，河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压奋进、真
抓实干、奋勇争先，干事创业氛围浓
厚、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河南检察机
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
实增强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
觉，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
能，锻造能力作风，狠抓工作落实，在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贯彻实
施、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等方面取得
明显成效，不断推动新时代检察工作
创新发展，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在河南落地落细落实。最高人民检察
院将继续关心支持河南发展，提供更
优质更高效的法治服务、法治保障，用
检察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河南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楼阳生对最高人民检察院长期以

来给予河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
说，当前，全省上下牢记领袖“奋勇争
先、更加出彩”殷殷嘱托，锚定“两个确
保”、实施“十大战略”，奋力走好现代
化河南建设新征程。今年是党的二十
大召开之年，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
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
政治环境，是必须扛牢的重大政治责
任。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和防汛备
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始终对各类违法犯罪保持高压态
势，坚持露头就打，形成强大威慑力；始
终高度重视信访工作，聚焦控新治旧防
变，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河南将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下先手棋、
打主动仗，以一域之稳定为全国之稳
定尽责任、作贡献。恳请最高人民检
察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发展，在
检察业务指导、基层基础建设等方面
加大支持力度，助力现代化河南建设。

周霁、陈星、段文龙参加拜会。③5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

王凯在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上强调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为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贡献河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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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设计产业发展新高地

楼阳生拜会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本报讯（记者 郭北晨）6月 15日，
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获悉，6月 20日零时起，郑州铁路将实
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届时，京广高铁
京武段将常态化按时速 350公里高标
准运营，郑州至重庆高速铁路襄阳至
万州段、济南至郑州高速铁路濮阳至
郑州段同步开通运营。

此次调图以京广高铁京武段常态
化按时速350公里高标准运营为契机，
优化调整以京广高铁为主骨架，涵盖徐
兰、郑渝、郑太、郑阜等高铁线路的中部
高铁网列车运行图。增开经由京广高铁
京武段动车组列车42列，变更运行区段
24列，调整运行径路8列。开行时速350
公里高品质标杆列车57列，多个城市间
旅行时间进一步压缩，北京西至郑州东
最快旅行时间将压缩至2小时11分。

郑州局集团公司充分运用郑州至
重庆高速铁路襄阳至万州段、济南至郑
州高速铁路濮阳至郑州段等新线运能，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有力支
撑。郑渝高铁全线贯通运营后，襄万段
单日最高开行动车组列车106列，郑州
东至重庆北最快 4小时 23分可达，中
原城市群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联系
将更加紧密；济郑高铁濮郑段开通运营
后，单日最高开行动车组列车55列，郑
州东至濮阳东最快52分可达。

货运方面，进一步增开货物列车，
确保防疫、电煤、涉农等国计民生重点
物资应运尽运。同时，充分发挥中老
铁路通道能力和国际班列战略通道作
用，加密中欧班列（郑州）开行频率，更
好服务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高水
平对外开放。③6

郑渝高铁、济郑高铁濮郑段
20日开通运营
郑州出发最快4个多小时到重庆、52分到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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