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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新华社北京11月 1日电 10月 3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古吉拉特
邦拉索桥断裂倒塌事故，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向印度总统穆尔穆、总理莫迪

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印度古吉拉特

邦一处拉索桥发生断裂倒塌，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
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莫迪
致慰问电。

就印度古吉拉特邦拉索桥断裂倒塌事故

习近平向印度总统、总理致慰问电

□本报记者 栾姗 曾鸣 胡舒彤

翻开河南能源今年前三季度的财
务报表，关键指标数据飘红，特别是净
利润一项，同比增长 195%，经济效益
达到近 10 年最好水平。用好改革关
键一招，牢牢把握大宗原材料行业上
行周期，河南能源集全省之力闯出一
条化险脱困之路。

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市场主体，
河南能源一度深陷债务风险泥潭，在
鲜有成功经验的前提下绝地求生，以
时间换空间的魄力与胆识、用最小的
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

扛得住挺过来活得好，便是重
生。党的二十大代表，河南省政府国
资委党委书记、主任，河南能源党委书
记李涛回到工作岗位后，第一时间传
达大会精神，带领干部职工继续奋斗，
以企业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现代化河
南建设作出新贡献。

信念——大道直行开路先锋

时间回溯到两年前，河南能源受
周期性、体制性、行为性因素相互叠加
影响，深陷债务危机泥潭，资金链条几

近断裂，融资能力基本丧失。这在省
管企业历史上从未有过，引起了政府
和市场的高度关注。

“黑天鹅”事件，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信用急转直下、债主登门围堵、续

发 债 券 停 滞 …… 资 产 负 债 率 高 达
81.53%，其中有息负债占九成。河南
能源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始料
未及的挑战，绝非凭一己之力，就能化
险为夷。

债券到期，一笔接着一笔，对于河
南能源来说，每一天都很重要；

现金兑付，一环扣着一环，对于河
南能源而言，每一步都很艰难。

河南省委、省政府没有犹豫，从讲
政治的高度迎难而上，明确“不引爆、
不刺破、渐进式、软着陆”的原则，不断
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集中
力量推动河南能源改革重生。

道阻且长，不行不至。河南能源有
2700多亿元资产，牵涉16万名职工、上
下游产业2万家供应商的生计，还连带
30家银行、51家非银机构的债权安全
和河南金融秩序的稳定，一旦走上破产
清算程序，将引发一系列“多米诺骨牌”
效应。必须以河南一域之稳定为全国

大局之稳定尽责任、作贡献。
开路先锋，不为不成。河南能源大

而全的业务结构、高度统一的管控模
式，阻碍企业发展，脱胎换骨的改革成
为唯一出路。国企“一张椅子坐穿”“论
资排辈”“大家同吃一锅饭”等“老毛病”
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何实现“表里
兼治”，既解决债务问题又解决结构问
题，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路子，
考验推进改革者的勇气和智慧。

只要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
2021 年 4月，河南省政府常务会

议通过《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改革重生
方案》，全力支持企业走出困境。

2021 年 6月，河南省委常委会召
开扩大会议，强调更好地防范化解债
务风险。

目标定则方向明，方向明则干劲
足。根据改革重生总方案和稳生产稳
岗位稳人心、深化改革转型升级、债务
风险化解、专项审计调查、妥善处置维
稳风险等“1+5+N”方案体系，从省政
府常务会议到省政府国资委党委会会
议、河南能源董事会会议，一项项举措
标定在改革重生时间表上。

（下转第五版）

河南能源:改革重生

□本报评论员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习

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视察时指出，红

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林县人不认

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

概。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

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

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

也是如此。

一渠绕群山，精神动天下。红旗渠

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

精神、焦裕禄精神一脉相承，是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生动实

践，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鲜活案

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年轻一代要继承和发扬吃苦耐劳、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摒弃骄娇二

气，像我们的父辈一样把青春热血镌刻

在历史的丰碑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谆

谆教导，为党的事业薪火相传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时代造就青年，盛世成就青年。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

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

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热情关

怀青年、充分信任青年，推动青年发展

事业实现全方位进步、取得历史性成

就。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关键时期。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赶考之路上，作为整

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

量，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牢记党的教诲，

立志民族复兴，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

进者、开拓者、奉献者，在实现中国梦的

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党的事业

薪火相传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中华民族始终有着“自古英雄出少

年”的传统，始终有着“长江后浪推前

浪”的情怀，始终有着“少年强则国强”

的信念，始终有着“希望寄托在你们身

上”的期待。身处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

时期，把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

方能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哪里最困难，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青

年人的身影。在防疫抗灾、乡村振兴中

主动担当、无私奉献，在重大战略、重

大项目中冲锋在前、锐意进取，在科研

攻关、一线岗位中开拓创新、勇挑重

担……中原大地上，无数青年人在实践

锻炼中经风雨、练本领，在薪火相传中

践行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

誓言。

青年工作，抓住的是当下，传承的

是根脉，面向的是未来，攸关党和国家

前途命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培育时代

新人，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要抓好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

教育体系，推进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青年，多途径、多形式推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校园、

进课堂、进教材，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

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

新时代好青年；坚持用红色精神铸魂

育人，用好我省丰富的红色资源，让广

大青少年接受红色基因熏陶、红色文

化浸润，健康成长为社会主义合格建

设者和接班人。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

不能限也。新时代是追梦者的时代，

也是广大青年成就梦想的时代，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

青年的接续奋斗中变为现实。胸怀

“国之大者”，牢记“省之要者”，锚定

“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把小我

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融

入现代化河南建设的火热实践之中，

敢闯深水区、勇攀新高峰，做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

者、模范践行者，就能把个人奋斗与国

家富强、民族复兴结合起来，在党的事

业薪火相传中汇聚起推动时代前行的

磅礴力量。1

本报讯（记者 归欣）11 月 1 日，
省长王凯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调度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强调要
深入贯彻“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重大要求，按照省委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二十次专题
会议部署，压实各方责任，细化防控
措施，加大对企业员工关心关爱和服
务保障力度，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

王凯走进富士康郑州科技园的生
产厂区、生活社区，详细查看物资供
应、卫生消杀、人员通勤等情况，听取

郑州市、航空港区负责同志和企业负
责人工作汇报，与省疫情防控指挥部
工作组共同研判形势、调度工作。王
凯指出，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各级
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迅速行动，严
格落实省委“六个不动摇”的工作要
求，着力抓好应对处置工作，用最短时
间、最高效率阻断疫情扩散、防止风险
外溢。

王凯强调，要迅速成立省市区和
企业联合嵌入的应急指挥体系，组建
工作专班，保持高效运转。要严格
人员、物资闭环管理，压实企业防疫

主体责任，完善专项专案，扎实开展
核酸检测、流调排查、隔离管控、环境
消杀等工作。要做好员工关心关爱，
强化生活保障和心理疏导，把工作做
实做细、政策讲清讲透、权益落实落
地，减少人员流动，降低传播风险。
要加强医疗保障，配足防疫物资、配
强医护力量，提高员工自我防护意识
和能力，最大限度确保人员安全健
康。要坚持依法依规，及时准确发布
权威信息，积极营造同心抗疫的良好
氛围。

孙守刚参加有关活动。③9

王凯在调度指导航空港区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科学精准防控 强化服务保障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让党的事业薪火相传
——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陕西延安和河南

安阳重要讲话精神

深秋时节，地处浅山区的宝丰县观音堂林站，层林尽染，色彩斑斓，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10月31日摄）。⑨6 何五昌 摄

□本报记者 刘晓波

逛方所乡村文化书店，听原味怀
梆戏曲，品老村小馆烟火气……节假
日，修武县西村乡大南坡村游人如织，
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日
子越过越红火。

依托不同的资源禀赋，好风景变成
好“钱”景。中原大地各具特色的村庄
脱颖而出，如繁星点点，造福一方百姓。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
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
次外出考察就来到陕西延安和河南安
阳，进农村、访农户、看产业，要求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而不懈奋斗。

乡村建设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
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乡
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近年来，我省积极推进
乡村建设行动，坚持遵循规律、规划引
领、因地制宜，坚持城乡一盘棋谋划、一
体化建设，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布局，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因地制宜各具特色
村庄有了实用性规划

“妙婵留字泪汪汪，苏州城内有家

乡，十月怀胎生一子，桃花庵里男婴
藏……”曲折凄婉的《桃花庵》是一出
久唱不衰的怀梆戏，台上，80岁的大南
坡怀梆艺术团成员赵成香的几句唱
腔，赢得了观众阵阵掌声。

大南坡村曾是典型的资源村，早
些年因煤而兴，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随着煤矿衰落，这儿又变成了贫困村，
红红火火的怀梆戏文艺团也逐渐没
落，直至解散。

乡村规划让大南坡村重现生机。
2019年修武县以大南坡村为试点，通
过美学路径保留乡村记忆，唤醒沉睡
中的大南坡。

从那以后，沉寂已久的怀梆戏重
新归来，文艺表演、音乐会、电影放映、
书画展览等不同形式的娱乐活动，把
大南坡从一个靠煤吃煤的资源村庄蝶
变为人人向往的文化乡村，越来越多
的游客来村里品味传统文化，美丽乡
村激活美丽经济。

长垣市蒲西街道米屯村以“厨”名
村，全村现有厨师 108 名，被规划为

“厨师之乡”；信阳市平桥区平东街道
中山铺村留住乡村独有记忆，不扒
房、不砍树、不挖山、不填塘，打造豫
南民居特色，成了城里人向往的诗和
远方。

乡村规划是乡村建设的前提和基
础。依据不同的资源禀赋，科学编制

乡村规划，全省4万多个行政村中，1.4
万个村庄有了实用性村庄规划，打造
了一批村庄秀美、环境优美、生活甜
美、社会和美的美丽乡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质
村容村貌明显改善

“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垃
圾围村”曾是乡村建设的“老大难”，如
今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已覆盖
全省所有行政村。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我省探索了
不少简便易行的方法，比如兰考县的

“两桶一袋法”，洛阳推行的“二次四分
法”。在农村，垃圾分类不能复杂化，
方法越简单，老百姓越容易接受。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在兰
考，垃圾分类、收集后，经中转站压缩
运送至光大环保能源（兰考）有限公
司焚烧发电，每吨垃圾的发电量相当
于一个家庭一个多月的用电量。垃圾
通过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实现“美丽
重生”。

相比于垃圾分类治理，农村污水
治理面临更多挑战：铺设污水管网
投资大、符合农村实际的污水处理模
式不好找、污水处理设施建成后运
维难。

（下转第五版）

打造各具特色的“富春山居图”

时代正可为 青年当有为 04│要闻

10月 26日，灵宝市川口乡高山天然果品有限责任公司苹果分拣包装车间，工人正在对苹果进行评级分拣。该车间
占地24亩，配套安装有清洗烘干、智能分拣、包装系统等，日分拣包装果品50吨。⑨6 屈艺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