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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奋进新征程，扬帆再出发。“从现在起，中国共产

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

十大全面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

新期待，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

心任务，发出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动员令。

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

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从第一个五年计划

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

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

来，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

入、战略上不断成熟、实践上不断丰富，成功推进和

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

整的战略部署，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十

年，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

展，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迈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今天，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实践充分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

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这条道路符合中

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不

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述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我们要深刻

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

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

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

有，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这是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

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我们不断促

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坚定

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这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

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

我们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

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实践表

明，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切合中国实际，体

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前进道路上，

我们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

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

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坚定不

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

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前进道路上，准备经受风高浪

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

扬斗争精神的重大原则。要深刻认识到，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使党始

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才能集聚起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

磅礴力量；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

旗易帜的邪路，才能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能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只有坚

持深化改革开放，才能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只有坚持发扬

斗争精神，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才能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必须牢

牢把握的重大原则，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战略布局的关系，认识到前者是后者的理论支撑，从而深刻理解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的科学性和必然性，坚定不移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

标任务落到实处，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寄托着中华民族的夙愿和期盼，凝结着中国人民的奋斗

和汗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

大而艰巨的事业。惟其艰巨，所以伟大；惟其艰巨，更显荣光。”为了这一事业，无

数先辈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意气风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党的二十大就新时代

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制定了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

吹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志不改、道不变的决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我们一定能完成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宏愿，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

代的新业绩，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本报记者 师喆

乘坐高铁进站时的人脸识别、出
停车场时的无感支付……如今，人工
智能已经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也在
改善着我们的生活体验。

走进位于许昌的中原人工智能计
算中心，运维监控中心的大屏幕上，

“嵩山·凌云”AI反诈大模型正在快速
鉴定海量的网址数据，网络游戏虚假
交易、虚假投资理财、刷单返利等有害
网址数据不断在屏幕上跳动。

“近年来，互联网诈骗案件占比不
断提高，我们与河南信大网御科技有
限公司联手打造的AI反诈大模型，就
是一个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针对有
害网页的鉴定‘神器’。”10月 28日，中
原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该模型通过对网站里面的文本、音频、
视频、图片等进行识别，可以筛选出诈

骗网址，并确定诈骗类型，目前识别准
确率在 99%以上，能够及时发现和快
速封堵有害网站，有效避免网民上当
受骗。同时，该模型还可通过相关数
据分析，为公安机关打击诈骗犯罪、抓
捕犯罪嫌疑人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信
息。

海量的信息，离不开充沛的算力
支撑。作为河南首家、全国继深圳和
武汉之后第三家建成并投用的人工智
能算力中心，中原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是中原地区人工智能产业的重大算力
支持基础设施，也是中国算力网的重
要节点之一。

据介绍，中原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规划算力规模为 300P，目前已经建成
并投入使用100P。该中心就像一个每
秒 10亿亿次计算速度的“超级大脑”，
能够达到 5万台高性能计算机的计算
能力。

河南人口众多，市场规模大，应用
场景丰富，具备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
绝佳条件。这样一台“超级大脑”，为
人工智能赋能各行各业提供了可能。

在汽车质检方面，与郑州大学联
合打造“嵩山·慧目”汽车零部件质检
大模型，能够实现汽车零部件质检应
用的高性能、短周期、多任务执行；在
智慧配煤方面，联合鑫磊集团旗下煜
祺网络打造煤炭工业智能体，帮助焦
炭质量预测准确率提升至 95%；在智
慧矿山领域，与精英数智联合，实现了
井下生产少人化、无人化……投入运
营一年来，中原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与
河南本地企业共同孵化了多种行业创
新解决方案，覆盖交通、制造、能源、电
力、信创等多领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战略
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
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

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
一批新的增长引擎。这令人工智能领
域的工作者们倍感振奋。“我们将结合
《河南省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行
动方案》《许昌市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行动方案》等政策规划，在智能制
造、智能遥感、智慧城市治理等方面持
续发力，积极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高地。”中原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CEO
穆勤学说。

“过去人们常说‘要想富，先修
路’。而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当下，
人工智能算力应该像水和电一样，成
为一种新的城市公共资源，为发展数
字经济打造坚实的战略基础。”穆勤学
希望，未来，人工智能作为公共资源广
泛应用于各行业，赋能相关产业转型
升级，带动新一轮算力产业链增值，促
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河
南实现“换道领跑”。③6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成安林

10月24日，武陟
经开区内的河南金钧
鑫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内，工人们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正争分夺秒为
上游企业东风日产生
产出风口配件、除霜
风道、挡泥板等产品。

“多亏了焦作市
工信局和武陟经开区
的积极协调，我们的
产品才能快速运出
去。”金钧鑫公司总经
理雷藤庚说，这一切
还要从 10 月 19 日，
1500 公里外的广州
市工信局发给焦作市
工信局的支持重点企
业供应链稳定的商请
函说起。

函中写道：东风
日产与焦作市多家汽
车零配件企业建立了
重要的供应及合作伙
伴关系。受疫情影
响，其位于焦作的核
心供应商生产受限、
货物运输受阻，将导
致东风日产出现零部
件短缺，企业面临停
工风险。

函中提到的“核
心供应商”，正是长期为东风日产等汽
车制造商提供产品的金钧鑫公司。

接到商请函后，焦作市工信局及
时与武陟县有关部门和企业联系，按
照有关规定第一时间将企业纳入“白
名单”，并为企业申领了重点物资运输
车辆通行证，帮助企业实现货运车辆
在闭环管理的前提下“点对点”运输。

20日中午，一批满载金钧鑫公司
产品的车辆抵达东风日产。“协调速度
特别快，为焦作营商环境点赞，保障了
企业连续生产的需求。”东风日产供应
链管理部主管李旭说。

去年以来，焦作坚持工业强市战
略不动摇，着力打造国家级汽车零部
件特色产业基地，以产业链关键环节
为突破口，在扩品种、优品质、创品牌
的基础上，推动汽车零部件企业向集
成、总成方向发展。目前，焦作已拥有
规模以上汽车零部件企业37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焦作
市工信局局长付希强说，该市将大力
实施“添翼计划”，聚焦“356”产业集
群发展，持续深化“五链”耦合，推动产
业链供应链协同运转，全力保障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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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运海

10 月 26 日，宜阳县柳泉镇沙漠
村，白墙黛瓦，房屋整齐，户户门前都
有花坛，种着果树花卉、时令蔬菜。曾
经如蜘蛛网一样的电线也被整齐地归
置在房屋后墙上。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让我们
村变了样。”沙漠村党支部书记王明晓
说。

2021年，沙漠村被列入宜阳县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重点示范村。拆违
建、改旱厕、搞绿化，当地政府投资对
村子进行美化绿化，村民家的旱厕也
全部改成室内水冲厕所。

从脏乱差到美丽乡村，沙漠村的
蝶变并非个例。在宜阳县，越来越多
的乡村正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步伐。

香鹿山镇赵老屯村本是一个普
通的小山村。从 2019 年开始，赵老
屯村以规划为引领，充分挖掘该村
的文化优势、区位优势、资源优势，
着力打造“醉美赵老屯”“富美赵老
屯”，将村民的房屋改造成青砖灰瓦
的豫西民居风格，村庄面貌焕然一
新。在丘陵上种植 2300 亩的迷迭
香，不仅是村民致富的特色产业，更
是赵老屯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

今，每逢节假日，赵老屯村里的游客
络绎不绝，曾经的空心村变成了网
红打卡地。

宜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志刚
说，发展美丽乡村不仅要做好环境整
治，实现村庄的美化、亮化、绿化，也要
大力发展村集体产业，保持美丽乡村
建设的可持续性，让群众有收入、村集
体经济有来源，这是美丽乡村建设的
关键。

宜阳县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强
化内涵建设，突出“五美”建设，即打造
产业之美、设施之美、绿色之美、乡愁
之美、文明之美，让多姿多彩的美丽乡
村有内涵、有支撑。同时，设立了
1000万元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扶持资
金，引导农民发展花椒、花生、林果、中
药材等特色种植 65万亩，打造了“香
鹿山花椒”“上观水蜜桃”“锦屏石榴”
等知名农产品品牌。积极发展农产品
精深加工、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业态，举
办“上观水蜜桃采摘节”“古韩桃花节”

“凤凰岭槐花节”等节会，把自然风光
变成了“聚宝盆”。

锦屏镇杏花村原名山底村，去年
改名为杏花村。村党支部书记周京伟
说：“如今，村庄已大面积种植杏树，将
让游客真正体验到‘满阶芳草绿，一片

杏花香’。”
杏花村建造了观景台、见鹤湖、砖

窑洞、千米长廊、荷花池等景观，全村
处处是风景。来到杏花村，可以登上
观景台，吹着山风，眺望山景；可以走
到山下，摘水果、吃烧烤、游千米长廊；
累了，就泡个温泉歇一晚，充分享受清
新而惬意的田园生活。对于杏花村的
未来，周京伟充满信心。

高村镇王莽村村名源于“王莽撵
刘秀”的传说，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
蕴。但在过去，127栋古民居、264孔
窑洞、千亩梅谷、七里峡谷，都藏在深
山人未识。

如何“点石成金”、盘活村庄文
化？地方政府投资修复古民居、土窑
洞，挖掘传统文化、老手艺，打造文旅
IP，不仅留住了浓浓乡愁，更盘活了乡
村经济。如今，这里的梅子酒、柿子
醋、老布鞋等“土特产”，考古盲盒、“贵
妃红”口红等“新文创”，颇受游客喜
爱。

放眼宜阳山乡，甘棠村、养马村、
苗湾村、杏花村等美丽乡村星罗棋
布。今年，宜阳县将创建达标村 189
个、示范村 48个、精品村 8个，着力发
展产业、搞活运营，让村村都有好风
景、人人都有好光景。③5

村村好风景 人人好光景
——美丽乡村看河南系列观察之四

□樊霞 成利军 李建国

巍巍王屋山，洞天福地，气象万
千。

10 月 10 日，站在海拔 1715 米的
王屋山巅极目远望，铁塔高耸、银线交
织。在强大电流作用下，济源金马中
东年产 180万吨焦化等项目现场吊塔
林立，焊花飞舞，施工进度正加速推
进。

在王屋山腹地，国网济源供电公
司正在加快推进 220千伏愚公变电站
等基建工程，为济源示范区重点项目
落地和产业发展赋能。

“同 10 年前相比，济源电网变化
巨大。”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党的
十八大以来，公司深度融入地方产业
发展潮流，积极履行政治责任、经济责
任和社会责任，既织好“电力网”，又当
好“先行官”，先后投运 110千伏梨林、
虎岭和 220千伏轵都等一大批输变电
工程，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能源支撑。

建设坚强电网
护航地方产业腾飞

10月 11日，国网济源供电公司结
合济源经开区正在实施的工业项目，
对 220千伏湨河变电站扩建方案进行
现场优化完善。据了解，该项目实施
后将使现有的 48万千瓦供电能力提
升至72万千瓦。

笔者看到，在该变电站的供电区域
内，一批有色、化工等项目正在实施。

2012 年以来，济源持续推动“工
业出城”的发展模式。该公司坚持“产
业布局到哪，电网建设就跟进到哪”，
先后建成 13 座 110 千伏及以上变电
站，变电站由 26座增加到 39座，变电
容量由226.73万千伏安增加到434.73
万千伏安。

电网建设的持续加强，为地方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
力。如今济源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绿色铅
锌冶炼基地、白银生产及深加工基地，中
西部重要的优特钢制造基地和河南省重
要的能源、化工、装备机械制造基地。

强化电力保障
赋能工业经济发展

10 月 12日，在河南豫光集团，国
网济源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认真了
解企业的用电需求，排查电力设施隐
患，全力服务企业安全可靠用电。

“这 10 年，是集团高质量发展的
10年，优质可靠的电力给予了强大支
持。”河南豫光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企 业 的 年 营 业 收 入 从 2011 年 的
116.68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268.91
亿元，“这一切，与国网济源供电公司
以 4座 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向集团

持续供电息息相关。”
作为我省工业经济板块的重要构

成，济源的工业用电量占到全社会用电
量的89%。为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国网济源供电公司把服务工
业经济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在优化电力
设施布局、提高电网供电能力的基础
上，专门成立大客户供电中心，向76家
10千伏及以上专线客户指派专属客户
经理，面对面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济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展迅
速。数据表明，十年来生产总值接连
突破 500 亿元、600 亿元、700 亿元大
关，工业用电量也从67.31亿千瓦时增
加到 83.26 亿千瓦时。2022 年上半
年，济源工业生产运行平稳，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高于全省 0.6 个
百分点。据不完全统计，10年来国网
济源供电公司累计为地方企业提供双

电源改造、用电隐患治理及技术服务
等达3000多例。

密织电力网络
促进绿色低碳转型

穿行于济源的山间原野，处处可
见巨大的发电风叶和密密排列的光伏
太阳能板，这些绿色电流通过跨越峰
峦的铁塔和银线输送到了千家万户。
笔者看到，大峪100兆瓦风电、大岭50
兆瓦风电和济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年发电 400余万千瓦时的分布式光伏
发电等项目正在加紧实施。

鉴于新能源的蓬勃发展态势，今
年，该公司在加快实施主电网建设的
基础上，完成了 157项配电网工程，并
全力推进 10千伏沁北线等 20条主干
配电线路升级改造，进一步畅通了新
能源的并网能力和消纳通道。

据了解，近年来，该公司先后投运
110千伏泰和、220千伏勋城等输变电
工程，大力实施配电网补强项目，同时
持续优化电网设备，在王屋山区风力
发电并网集中区域和重要入口的 110
千伏翔云变电站，安装了 145 千伏全
环保真空断路器，促进电网设备向更
加绿色环保的方向转型，以实现清洁
能源全链条输送。

笔者了解到，10年来，济源新能源
实现了从蹒跚起步到高质量发展的蝶
变。截至目前，济源新能源并网客户已
达5990户，装机容量51.51万千瓦。国
网济源供电公司累计全额消纳新能源
电量近 20亿千瓦时。此外，还主动顺
应居民绿色低碳出行的需求，先后建成
了18个充电站、155个充电桩。

发展涛声正急，电力奋勇争先。
依照“十四五”规划，未来几年国网济
源供电公司还将新建、扩建 110 千伏
及以上变电站 12座，为济源建设创新
型高品质现代化示范区提供更加坚强
的电力支撑。

济源：坚强电网为产业发展赋能

霜降过后，红叶尽染。位于内乡县的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叶霜洒山坡，让人流连忘返，伏牛山宛如披上
了五彩斑斓的外衣，美不胜收（10月28日摄）。⑨6 曹万琪 李志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