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日，济源市梨林镇南程村村民正在围观新绘制的戏曲文化墙。近年来，该镇投资100余万元建设了戏曲文化主题公园，手

绘戏曲脸谱100余幅、戏曲文化墙200余米，着力提升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济源感受戏曲魅力

还有 天

距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正式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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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爷爷挑着担子带着家人要饭似的

走街串巷理发，到父亲被收留落户为村民

理发，到自己开理发店一天天富起来，再到

城中村改造住上宽敞的楼房，儿子到企业

就业，自己在社区为居民服务，几十年来，

张国胜一家的生活变迁让他感慨不已。

今年61岁的张国胜家住平顶山市新

华区西市场街道金山社区(原武庄村)。自

1959年来到武庄村，一扎根就是几十年，

作为时代发展的见证者，11月18日，和记

者一见面，聊起改革开放这40年，他一下

就打开了话匣子。

张国胜的祖籍在许昌，抗战时期，为

了一家人能活下去，他的爷爷领着家人辗

转到襄县、郏县走街串巷挑担理发。

1958年，张国胜的父母被郏县李口乡的

干部派到落凫山山顶“大炼钢铁”现场工

棚内为工友理发。1971年，14岁的张国

胜接过了父亲理发的担子。

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实行了联产承

包责任制。张国胜说：“改革开放前真是穷

啊，脚上一年四季穿的都是单鞋，根本就没

穿过袜子，腰里扎个绳当裤腰带。我记得

1981年开始有好面吃了，我们一大家子有

30多亩地，有吃有喝，逢年过节有肉吃。

后来，我还去开封学了烫发的技术，在街上

开了个理发店，生意很好，矿上的人都来

理发，家里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1993年，张国胜开始在村里担任组

长，2002年入党。张国胜说：“我一个剃

头匠入党，就是为了感谢党的恩情，我入

党就是要为更多人服务。”2005年至今，

张国胜都在村里担任支部委员。

2009年，张国胜的妻子因患病导致

半身不遂，张国胜除了在村里上班还要伺

候妻子，实在忙不过来。2013年，他关闭

了街上的理发店，但他办公桌的抽屉里仍

一直放着理发用的推子、剪子，平时如果

有群众需要，张国胜还是会热心地“重操

旧业”，这已经成了他的一种职业习惯。

武庄村作为城中村，2010年7月开

始进行开发改造。张国胜原来住的房子

拆迁了，2015年12月搬进了安置房。城

中村改造，全村群众都搬进了新楼房，张

国胜家分了3套房子，他和妻子住的房子

面积有132平方米，水、电、气及家具、家

电一应俱全，小区环境优美、生活便利。

张国胜说：“我打心眼儿里高兴，能住

上这么大的房子真是得益于城中村改

造。儿子在七矿上班，儿媳妇在外打工，

俩人月收入六七千元，现在天天都像过年

一样。”

“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这城市发

展是一天一个样，老百姓的生活也是芝麻

开花节节高，日子越过越幸福！”张国胜兴

奋地说。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40年年··巨变巨变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2月1日电
当地时间12月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

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共进晚餐并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在坦诚、

友好的气氛中，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

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

双方同意，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

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以

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习近平指出，中美在促进世界和平和

繁荣方面共同肩负着重要责任。一个良

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

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合作是中美双

方最好的选择。双方要把握好中美关系

发展的大方向，推动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

定发展，更多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

各国人民。

特朗普赞同习近平对两国关系的评

价。特朗普表示，美中关系十分特殊、重

要，我们两国都是有重要世界影响的国

家，双方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对两国和世界

有利。美方愿同中方通过协商增进两国

合作，并就双方存在的问题积极探讨对双

方都有利的解决办法。

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保

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

向。双方将适时再次进行互访。双方同

意加强各领域对话与合作，增进教育、人

文交流。特朗普表示，美方欢迎中国学生

来美国留学。双方同意采取积极行动加

强执法、禁毒等合作，包括对芬太尼类物

质的管控。中方迄今采取的措施得到包

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中

方决定对芬太尼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并

启动有关法规的调整工作。

关于经贸问题，习近平强调，中美作

为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经贸往来十分密

切，相互依赖。双方在经贸领域存在一些

分歧是完全正常的，关键是要本着相互尊

重、平等互利的精神妥善管控，并找到双

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两国元首对中

美经贸问题进行了积极、富有成果的讨

论。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停止加征新的关

税，并指示两国经济团队加紧磋商，朝着

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达成互利双赢

的具体协议。中方表示，愿意根据中国新

一轮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国内市场和人

民的需要，开放市场，扩大进口，推动缓解

中美经贸领域相关问题。双方达成互利

双赢的具体协议是中方对美方采取相关

积极行动的基础和前提。双方应共同努

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尽快回到正常轨

道，实现合作共赢。

习近平阐述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

上的原则立场。美方表示，美国政府继续

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两国元首还就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

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中方支持美朝领

导人再次会晤，希望美朝双方相向而行，

照顾彼此的合理关切，并行推进半岛完全

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美方赞赏

中方发挥的积极作用，希望同中方就此保

持沟通与协调。

两国元首一致认为，这次会晤非常成

功。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王毅、何立峰，

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财政部长姆努钦

等多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出席。

改革开放河南行
新闻战线强四力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11月30日，

副省长武国定到荥阳市调研督导“大棚

房”清理整治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强调

要保持清醒认识，依法彻底拆除各类违

规建设，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武国定一行先后到荥阳市广武镇嘉

年华庄园、承瑞天农业有限公司等地，实

地察看“大棚房”清理整治工作，详细了

解项目建设经营、占用土地性质、加强规

范引导等情况。他指出，“大棚房”专项

整治工作关系到坚守耕地红线、保护国

家粮食安全的重大问题，一定要认清“大

棚房”的危害，全面排查、全面清理，对发

现的问题坚决拆除、依法打击，按要求清

理整治到位，确保如期完成任务。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郑州市、荥

阳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清理整治情况，

反映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

下步意见建议。武国定表示，前段时间，

在各级各相关部门的努力下，郑州市的

清理整治工作态度坚决、措施有力、成效

明显，但对照上级要求，问题仍然不少、

任务依然艰巨，需要深入研究，加大力

度，全面推进。

就做好下一步清理整治工作，武国

定指出，当前“大棚房”整治工作已进入

攻坚阶段，各地各相关部门必须做到认识

要到位，深刻汲取秦岭事件教训，站在增

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不

折不扣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

署；态度要坚决，全面清理以设施农业为

名建设或改建的“大棚房”，确保令行禁

止、步调一致，决不允许乱开口子；界限要

明确，把工作重点放在“大棚房”整治确

定的三类问题上，既不扩大、也不缩小，

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要求要严格，彻

底拆除违规建设，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并

追回违法所得，对因失职渎职、造成严重

后果的，依法追究问责；时间要抓紧，分

类指导、强力推进，12月15日前全部完

成整治任务，做到整治一个、验收一个、

销号一个，确保“大棚房”问题如期清零。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实习生刘亚
鑫）11月30日，河南省服装行业协会第

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发展服装产业振兴

县域经济高峰论坛在卫辉市举行。记者

从会上了解到，河南服装年产量达30亿

件，年产值已突破3000亿元，居全国第

6位。

过去五年，我省服装行业取得了巨

大成绩，产业规模快速扩张，产业基础显

著增强，产业集群快速发展，产业扶贫如

火如荼。“下一步，河南服装行业将通过

产能重铸、产业重布、品牌重塑等措施，

继续做大行业版图，做强行业竞争力，尽

快实现万亿产业、行业崛起、河南服装强

省的‘行业梦’。”河南省服装行业协会会

长李刚说。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翁应
峰）12月2日，以“讲好中国故事 振兴乡

村文化”为主题的2018·美丽乡村国际微

电影艺术节在信阳开幕。

据介绍，本届艺术节由中国广播电

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与中国农业电影

电视协会联合主办、信阳市政府承办，至

今已是第三届，活动包括美丽乡村财富

论坛、讲好中国故事——美丽乡村微电

影论坛、第三届全国微电影协会会长代

表会议、红毯仪式等。

今年艺术节征集的作品以故事片、

纪录片为主，动漫为辅，共评出大学生单

元奖25部、评委会大奖1部、法制单元+

特别单元奖20部、外语片单元+系列片

单元奖13部、美丽乡村单元奖（最佳故事

片奖）10部、最佳单项奖6部、美丽乡村

单元奖（最佳纪录片）10部。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刘慧
超）11月30日，全省贫困村创业致富带

头人培育工作推进会在洛阳召开。省扶

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史秉锐，省直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

培育工程是国家确定的“十大精准扶贫

工程”之一，是促进贫困户增收脱贫、建

立脱贫长效机制的重要方法。

在选人方面，注重在村内创业成功

人员中培育扶持一批，从在外创业成功

人员中召回一批，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

人员回流一批、在基层群众和脱贫户中

发展一批，确保所有贫困村每村至少培

育3名至5名创业致富带头人，并与发

展贫困村产业和集体经济结合起来。在

服务方面，围绕致富带头人的发展和带

贫，开展好帮思想认清责任、帮发展增添

动力、帮学习提高能力、帮宣传示范带动

等“四帮”工作，建立形成企业（能人）带

动、市场推动、政府拉动的局面，打造“政

府+企业（能人）+贫困户”的模式。

我省将培育贫困村致富带头人
每个村至少3至5名

停止加征新的关税，并指示两国经济团队加紧磋商，朝着取消所有
加征关税的方向，达成互利双赢的具体协议

三代“剃头匠”的生活变迁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建勋董鹏

武国定在荥阳调研“大棚房”清理工作时强调

彻底清理整治“大棚房”
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搬出穷山窝
奔向新生活

信阳举办美丽乡村国际微电影节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2月2日电 12月

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

逝世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唁电。习近平代表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人的名义，对乔

治·布什前总统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其家

庭全体成员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乔治·布什前总统

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40多年来见证并推动

中美关系取得历史性发展，为两国人民友好

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人民对此不会忘

记。

习近平强调，长期以来，在两国领导人和

两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不断前行，为

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都带来了福祉。我高度

重视中美关系，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推动

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继续向前发展。

习近平就乔治·布什逝世
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唁电

11月16日，早上6点20分，天刚亮，

息县县委书记金平便敲开了小茴店镇陈

寨村后店孜村民组村民周沛华家的门。

“做早饭呢？屋里收拾得真干净

啊。”“是啊，我每天一起来就先打扫卫

生。”这是金平当天走访的第一户。

“领导要率先垂范，县处级干部要带

头驻村，以实际行动带动各级干部打赢

脱贫攻坚战！”此前，金平在全县脱贫攻

坚誓师大会上强调。

每次驻村走访，金平都是头一天晚

上提前在村里住下，第二天一大早就开

展工作，这是今年金平走访的第36个村。

在宋庄易地搬迁点，金平来到72岁

的贫困户梁保珍家中，看到墙上贴着“建

档立卡贫困户精准脱贫信息卡”，金平询

问道：“家里还有地吗？还种得动吗？家

里收入多少？”

“我是五保贫困搬迁户，过去做梦也

没想到会住进这么好的房子，真要感谢

政府啊！”梁保珍感激地说。

在梁庄村民组贫困户梁庭幼刚搬入

的新家里，金平看到墙上贴着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精准脱贫信息卡”，一笔一笔帮

他算收入账。“信息登记挺细致精确，关键

要抓好落实。”金平对一旁的村干部说。

8点，在村部吃过早饭，金平继续走

访群众。每到一户，金平都详细询问村

民家的生产、生活和家庭人员构成等情

况，同村民一起算收入支出账，了解致贫

原因和扶贫措施落实成效。

走访完毕，金平召开了村“两委”成员

及驻村工作队座谈会，听取村里脱贫攻坚

工作情况汇报，并指出下一步的工作重

点。他还鼓励大家，要带领全体村民一起

努力，在脱贫攻坚大考中取得优异成绩。

□本报记者尹小剑通讯员余江

县委书记驻村记

11月29日，“改革开放河南行，新闻战

线强四力”主题采访活动记者团走进嵩县

聚焦嵩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丰硕成果。

2016年以来，该县搬迁深山困难群

众2.75万人，并将扶贫项目引进安置点，

让困难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采访团

先后来到德亭镇德福苑社区、黄庄乡汝南

社区、黄庄乡红崖村，走进扶贫车间、农村

党群服务中心和贫困户家中，与当地干部

和群众深入交流，了解当地易地扶贫搬迁

工作的开展情况、贫困户易地搬迁后生活

改善情况、所享受到的扶贫政策和帮扶成

效。“扶贫车间让贫困户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每月收入两三千元，形成了‘就业一

人、脱贫一户’的效应。”中国劳动保障报

记者白阳为嵩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点赞。

群众搬迁进社区，美好生活景象给记

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17岁的残疾

女孩张静怡，没有上过一天学，过去常年

卧床与电视为伴，今年她家从山里土坯房

搬迁到社区新楼房，房前建起了服装厂，

她坐在电动轮椅上在服装厂剪线头、画版

样，一个月收入3000元，她说可开心了。

求是杂志记者盛玮说：“搬迁只是手

段，脱贫才是目的。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进程中，嵩县注重把产业与搬迁相结合，

确保了贫困群众稳得住、能致富。”

河南服装产业年产值破3000亿

习近平同特朗普会晤达成共识

□本报记者赵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