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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近日给陆军步兵学院 2022届全
体学员回信，对他们给予勉励。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你们在校
期间认真学习、刻苦训练，各方面都取
得好成绩，即将毕业奔赴军营，我向你
们表示祝贺！你们立志到艰苦边远地
区去、到练兵备战一线部队去、到党和

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我感
到很欣慰。好男儿志在四方。希望你
们坚定信念、脚踏实地，在部队大熔炉
中全面锻炼、拼搏奋斗，不断成长进
步，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习近平高度重视我军院校教育和
人才培养工作。2019年 5月，他专门
到陆军步兵学院视察，对提高办学育
人水平提出明确要求，对广大学员成

长成才寄予殷切希望。学院 2022届
学员共 1100 多人，毕业联考合格率
100%、优良率 94%，200余人次在学
院军事大比武中被评为训练尖子，60
余人次在全国全军竞赛中获奖。近
日，陆军步兵学院2022届全体学员给
习主席写信，汇报学习训练情况，表达
牢记习主席期望重托、扎根基层一线、
矢志奋斗强军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于晴

郑 州 航 空 港 站 开

门迎客，济郑高铁濮郑段开通，河南“米”

字形高铁完成最后一笔，“大豫米”熟了，

至此，我省实现“市市通高铁”。

不断延伸的铁轨，风驰电掣的列车，

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成熟完善的交

通路网，既是城市区位优势的体现，也悄

然影响着经济版图、发展版图的格局。

郑渝高铁开通，郑州到重庆最快4小时23

分钟可达，中原城市群、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联系更加紧密，郑州也成为全国首

个“米”字形高铁城市。依托交通区位优

势，发展高铁经济、陆港经济、临港经济，

发展航空、冷链等特色物流……如今，交

通枢纽不仅仅是机场、高铁站、港口等运

输方式的代名词，更能有效联结经济系

统，协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推动资

源要素聚集，成为稳投资、扩内需、拉动经

济增长的有效抓手。从这个角度讲，我

省打造整体功能强大的综合交通枢纽体

系就是推动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

势转变，形成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优势再造、高位嫁接，重大铁路交

通项目承载着区域发展的宏大构想，展

现的是奋勇争先的发展姿态。发挥牵引

作用，放大带动效应，加快实施“四个拉

动”，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再加速，实现

枢纽能级再跃升，以基础设施“硬联通”

加速融合发展“软联通”，河南就能成为

资金、物资、人才、信息等各类要素资源

聚集的“枢纽之地”。2

放大区位交通新优势

本报讯（记者 董娉 宋敏）6月 20
日，济郑高铁濮阳至郑州段、郑渝高铁以
及郑州航空港站“携手”开通运营，我省在
全国率先建成以郑州为核心的“米”字形
高铁网，并实现17个省辖市“市市通高
铁”。

济郑高铁连接鲁豫两省省会济南
和郑州，此次开通的濮阳至郑州段全长
195公里，共设濮阳东、内黄、滑浚、卫辉
南、新乡东、新乡南、郑州东 7座车站。
濮郑段的通车进一步完善了我省区域路
网结构，极大便利了沿线人民群众出行，

对助推中原城市群建设、加快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郑州航空港站连接郑渝高铁、郑
阜高铁和郑机城际铁路，与郑州车站、
郑州东站一起形成郑州铁路客运枢纽
新格局。同时，与郑州机场联袂构成
空铁双核驱动优越格局，赋能航空港
区从发展优势向品牌优势转化，成为
吸引产业落地的有效引擎，助力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此外，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
的重要组成部分，郑渝高铁也实现了全

线贯通运营。
“河南‘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形成

了以郑州为中心，1小时覆盖全省省辖
市，2小时连通周边省会城市及京津冀，
4至6小时通达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
全国主要经济区的高铁出行圈。”省宏观
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高亚宾说，坐拥高铁
枢纽的内陆腹地河南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将加快推
动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
激活区域协调发展新动能，引领河南跑
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③6

河南实现“市市通高铁”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
政治协商工作条例》

习近平回信勉励陆军步兵学院2022届全体学员

坚定信念 脚踏实地 拼搏奋斗
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各民主党派河南省委员会：
在各民主党派河南省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之际，中共河南省委向大

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各民主党派成员致以诚挚问候！

过去的五年，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的五年，也是全省

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的五年。五年来，全省统一战线高

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大团结、

大联合主题，紧紧抓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线，守正创新、砥砺奋进，

统战工作形成大格局、取得好成效、站上新台阶，为促进我省高质量发

展发挥了独特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省各民主党派，切实扛起

中国共产党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政治责任，聚焦科技创新、生态环

境保护、社会治理等重大课题，深入调查研究，建诤言、献良策，为中共

河南省委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围绕脱贫攻坚、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扎实开展民主监督，助推国家重大战略实

施；面对严峻疫情和特大洪涝灾害，坚定不移地同中共河南省委站在一

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做了大量暖民心、惠民生的实事好事，在大战

大考中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责任担当。

当前，河南发展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到了可以大有作为的关键阶

段。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建设“十个河南”，需要包括统

一战线广大成员在内的全省人民和衷共济、踔厉笃行。希望省各民主

党派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合作初心、深化政治交接，赓续多党

合作优良传统，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时代；希望省各民主党派

胸怀“国之大者”，充分履行职能、发挥优势作用，多建睿智之言、多谋务

实之策、多行惠民之举、多聚团结之力；希望省各民主党派对照新时代

新使命新要求，认真总结参政党建设经验、把握参政党建设规律，持续

提升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

自身问题能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河南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创造

新业绩。

同舟共济担使命，继往开来谱新篇。中共河南省委将坚定不移贯

彻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包括

广大民主党派成员在内的全省人民，勠力同心、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
2022年6月21日

贺 信

6月20日，省委书记楼阳生宣布济郑高铁濮阳至郑州、郑州至濮阳首发旅客列车发车。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蔡迅翔 摄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6月 16日，
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召
开。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楼阳生对常
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工作作出的批
示，审议工作要点，部署重点工作。省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周霁出席会议
并讲话。

楼阳生在批示中指出，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
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落实好中央和
省委部署要求，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完善工作机制，建强专业队
伍，持续严厉打击黑恶犯罪，强化行业
领域监管和专项整治，下好先手棋、打
好主动仗，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周霁强调，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
斗争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南、法治河南
的重要保障。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
持续巩固专项斗争成果，再接再厉、乘
势而上，扎实推动我省常态化扫黑除
恶斗争走深走实，以实际行动捍卫“两
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

周霁指出，要认真落实好省委的

决策部署，盯紧盯牢关键重点，突出工
作牵引、行业整治、严打深挖、机制完
善，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反有组织犯罪
法》，坚持法治思维、法治理念，依法依
规抓好重点行业领域整治，始终保持
高压态势，坚决打出声威、打出震慑、
打出实效。要坚持控新、治旧、防变，
突出打早打小、关口前移、精准防控、
系统治理，强化分析研判、依法严惩、
惩防并举、氛围营造，做到得法得当得
力，不断提高斗争实效。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具体开展
好“三零”创建，发动群众参与、保障群
众受益、接受群众评判，切实让城乡更
加安宁、群众更加安乐。

周霁要求，要锻造过硬能力作风，
加强协同配合，完善督导考评，提升常
态化扫黑除恶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
水平。要从严从细从实做好维护安全
稳定各项工作，分级分类完善方案预
案，全面彻底化解风险隐患，深入扎实
开展专项行动，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
力护航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顾雪飞、胡道才、段文龙参加会
议。③7

本报讯（记者 冯芸 马涛）“撇”画
收笔“米”字成形，通达八方畅联内外。
6月 20日，济郑高铁濮阳至郑州段、郑
州航空港站开通仪式暨新建郑州南站、
平漯周高铁、郑开城际铁路延长线建设
动员会在郑州航空港站、新建郑州南站
举行，这标志着我省率先建成“米”字形
高速铁路网。省委书记楼阳生出席并
讲话，省长王凯出席。国铁集团副总经
理王同军出席开通仪式并讲话。

在郑州航空港站，楼阳生宣布济
郑高铁濮阳至郑州和郑州至濮阳首发
旅客列车发车。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项目建设和京广
高铁达速运营情况，濮阳市代表济郑
高铁我省沿线城市发言。

在新建郑州南站、平漯周高铁、郑
开城际铁路延长线建设动员会上，中
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市、
省铁建投集团汇报项目情况。

楼阳生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大力
支持我省铁路建设的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铁集团等表示感谢，向参建单位
和广大建设者表示慰问。他指出，今
天是河南铁路发展历程中载入史册的
重要日子。济郑高铁濮阳至郑州段、
郑州航空港站开通，标志着我省在全
国率先建成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形
高铁网，迈入了“市市通高铁”时代。
新建郑州南站、平漯周高铁、郑开城际
铁路延长线建设动员会举行，再掀铁
路项目建设新热潮。这是我省深入贯
彻党中央关于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决策部署、以重大项目建设促进经济
运行稳定的具体行动，也是锚定“两个
确保”、深入实施优势再造战略、做强
做大枢纽经济的重要举措。

一要抢抓重大机遇，聚力优势再
造。抓住国家适度超前开展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扩大交通有效投资的宝贵
机遇，围绕提升我省现代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快干实干“十四五”，不断完善
内外联通、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奋力谱
写铁路建设新篇章，加快推动区位优
势、枢纽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

二要突出规划引领，系统优化布
局。主动对接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
划，以完善网络、扩大能力、提升水平、
做强枢纽为重点，突出抓好高铁干线

建设，加快完善枢纽场站及集疏运系
统，推动铁路与航空、公路、水运等多
网融合、多式联运，全方位实现区域内
高效便捷互联互通，不断巩固提升全
国综合交通枢纽地位。

三要加快项目建设，高质高效推
进。高起点定位、高标准建设、高效率
推进，科学组织调度，严格质量管理，
落实环保要求，守牢安全底线，打造践
行新发展理念的标杆工程、经得起历

史检验的精品工程、造福群众的民心
工程。研究制定切合实际的合作模式
和配套政策，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引导
作用，更好运用市场化方式撬动吸引
社会资本参与。

四要发挥牵引作用，放大带动效
应。充分发挥铁路项目建设在优化
区域发展布局、加快资源要素流动、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下转第三版）

济郑高铁濮阳至郑州段、郑州航空港站开通仪式暨新建郑州南站、
平漯周高铁、郑开城际铁路延长线建设动员会举行

我省率先建成 字形高速铁路网
楼阳生讲话 王凯王同军出席

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召开

持续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
楼阳生作出批示 周霁出席并讲话

风雨同舟出彩路 肝胆相照勇毅行
——写在各民主党派河南省级组织换届之际

我省定下通用航空发展新目标，到2035年

机场达55个左右 建成15分钟救援网络

03│要闻

02│要闻

米

05、08│特刊

“后米字时代”
河南铁路建设再起高峰

66月月 2020日日，，复兴号智能动车组行驶在济郑高复兴号智能动车组行驶在济郑高
铁濮阳至郑州段铁濮阳至郑州段。。⑨⑨66 王铮王铮 王玮王玮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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