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卢松

4月 28日上午，全国庆祝“五一”
国际劳动节暨“当好主人翁、建功新
时代”劳动和技能竞赛推进大会上传
来喜讯：河南纪检监察宣教基地被中
华全国总工会授予 2018年全国“五
一劳动奖状”，成为年度全国纪检监
察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河南纪检监察宣教基地，担负着
全省党员领导干部廉政宣传教育的
重要职责。2006年成立以来，宣教
基地培训人数达 7.6万人次，学员遍
及全国 10多个省区，已成为全国影
响力较大的“纪检监察干部之家”。

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今年3月，驻马店市、许昌市、三门峡
市等地166名纪检监察干部，前往宣
教基地参加纪检监察干部综合业务
培训，全方位“充电”“加油”。

“我们要把学到的知识转化成为
做好纪检监察工作的能力，坚定不移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努
力打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驻马店
市纪委监察委相关负责人说。

打铁必须自身硬。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需要着力培
养一支政治上忠诚干净担当，业务上
精通党章党规党纪又熟悉宪法法律
法规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我们的培训工作紧贴形势任务
展开，纪检监察改革进展到哪一步，
培训工作就保障到哪一步。”谈起基
地近年的培训工作，河南纪检监察宣
教基地培训处处长吴海金说。

在宣教基地，课程设置保持常讲

常新，师资力量力求优中选优，培训
对象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

——着力拓展教师队伍，打造名
师“名片”。建立健全了师资库，形成
了一支覆盖纪检监察机关、高等院校
和科研院所的高素质、专业化师资队
伍，大大提升了宣教基地培训层次。

——紧贴主业主责，精准设置课
程。紧密结合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的形
势任务、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
式、转作风”的要求，及时调整增设针
对性强的培训内容，掀起学习宣传贯
彻宪法和监察法的热潮，持续提升纪
检监察干部队伍的业务素质和水平。

——创新方式方法，严格教学管
理。积极推行案例式、答疑式、研讨
式、模块化、互动式教学方法，充分调
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有效提升了教
育培训效果。

由小班到大班、由省内到全国，
宣教基地培训工作品牌越叫越响，影
响力越来越大。近年来，江苏、山东、
宁夏、新疆等省（自治区）和香港特别
行政区，相继在宣教基地举办培训班
达26批次，培养一大批党性更强、业
务更精、作风更硬、素质更高的反腐败
专业人才。

新时代扛起新使命，新征程彰显
新担当。“基地全体人员将忠诚履职、
务实重干，以建设的高标准、管理的
精细化、制度的规范化，为全省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坚强保
证。”河南纪检监察宣教基地党总支
书记、主任王治安说。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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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4月28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7日和28日在武汉东湖宾馆同
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非正式会晤。

4月的东湖，春山如黛，烟霞似海。
两国领导人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就中
印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全
面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过去3年多，我同总理
先生实现互访，并在多边场合多次会
面，形成很多重要共识，共同引领中印
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建立了

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各领域交流
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双边关系正在更高
水平上向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正处
在变革调整的关键期，各国相互联系和
依存日益加深，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
转。中印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10亿以上人口级别的新兴市场经济
体，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都
是促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中坚
力量。一个良好的中印关系是维护世

界稳定的重要积极因素，对促进全人类
的发展进步意义重大。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总理先生也提出
了建设“新印度”目标。在发展振兴的
道路上，中印两国面临着相似的任务。
我们要坚定聚焦发展，深化互利合作，
共同实现民族复兴，共同打造稳定、发
展、繁荣的21世纪亚洲，共同为世界和
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印关系要稳定、要
发展，基础是互信。（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同莫迪举行非正式会晤

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 通讯员
秦阳）经省政府口岸办同意，中亚班
列（新乡号）已正式更名为中欧班列
（新乡号），被纳入中欧班列体系，成
为中欧班列“家族”的新成员——这
是4月27日下午，记者在第五列中欧
班列（新乡号）开行现场获悉的。

“新乡国际货运班列与中欧班列
（郑州）互为补充，改为中欧班列更加
名副其实。”新乡市副市长祁文华
说，中欧班列（新乡号），将同中欧班
列（郑州）错位发展，相互配合，给新乡
乃至河南开放发展带来新机遇。

中欧班列（新乡号）自塔铺站接
轨新荷铁路，途经新乡、太原、银川、

中卫、武威、乌鲁木齐，经阿拉山口过
境至哈萨克斯坦多斯特克口岸（或经
霍尔果斯过境至哈萨克斯坦阿腾科
里口岸），开行至中亚五国，单程总里
程约3600公里，运行时间3—5天。

据介绍，3月28日首列班列成功
开行以来，中欧班列（新乡号）已实现
每周一列常态化运营，截至4月27日
已开行五列，累计向哈萨克斯坦等国
家和地区发送集装箱250车，总重量
5604.4吨，价值1530万美元，货物涉
及设备、轻工、耐材等众多行业，主要
辐射河南省全境以及山东西部、河北
南部等以新乡为中心 500公里范围
内的区域客户。③4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4月 28日，回忆起几天前参加的
全市打造最佳营商环境动员大会，济
源市金利集团副总经理李进富仍深
感振奋。

市有关领导在会上作出公开承
诺、出台力度空前的《打造最佳营商环
境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通
报损害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件……

会议传递的信息，让很多人和李
进富一样充满期待：济源将迎来一场
优化营商环境的深刻变革，充分激活
发展新动能。

济源经济总量偏小、产业结构偏
重，近年积极谋求经济转型升级。济
源市委书记张战伟表示，优化营商环
境，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打造最佳营商环境，已成为济源
今年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号工程。

盖 不 完 的 公 章、开 不 完 的 证
明……营商环境改善涉及方方面面，
庞杂琐细。面对艰巨任务，济源打出

组合拳，全面发力。
《意见》显示，济源将以转变政府

职能为改革核心，从审批运行机制、
投资服务环境、市场服务机制、监管
服务机制、政务服务体系五个方面，
系统打响攻坚战。

痛点、难点不回避，将成为改革
着力点。

审批难咋破解？整合原本分散
的审批服务机构和职责，建立行政审
批局，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搭建

“一站式”政务服务平台，让企业和群
众“进一个门、办所有事”。

投资服务环境能否更便利？将建
立企业投资负面清单制度，降低企业
运行成本，推行投资项目代办制等。

改革还将设定一些时限，倒逼流
程优化。如新设立企业办理营业执
照、刻制公章、开立银行账户、办理
涉税事项压缩至3个工作日，非重大
企业投资建设项目从立项到发放施
工许可证的办理时限压缩至50个工
作日。

（下转第四版）

中亚班列（新乡号）
加入中欧班列“家族”

济源 打造最佳营商环境

新华社武汉4月28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在湖北考察时强调，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发
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
力打好“三大攻坚战”，扎实解决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奋力谱写新时代
湖北发展新篇章。

4月的荆楚大地，春意盎然，活力
奔放。24日至28日，习近平在湖北省
委书记蒋超良、省长王晓东陪同下，先
后来到宜昌、荆州、武汉等地，深入农
村、企业、社区，考察长江经济带发展
和经济运行情况。

24日下午，习近平来到宜昌市夷
陵区太平溪镇许家冲村，实地察看三峡
移民新村建设和生产生活情况。该村
紧邻三峡大坝，全村人口中移民占90%
以上，是湖北省移民安稳致富示范村。
村子坐落在半山腰，俯临长江，景色秀
美。习近平沿着宽敞的村道进村，驻足
察看太平溪镇污水处理厂，了解长江沿
岸乡村生活污水处理情况。随后来到
村委会广场，结合展板听取湖北省和宜
昌市三峡移民搬迁情况以及许家冲村
发展情况介绍。广场旁边有一个便民
洗衣池，一些村民正在洗衣服。习近平
走到她们身边，同她们亲切拉家常，并
兴致勃勃拿起棒槌试着捶洗衣服。村
民们告诉总书记，过去是在江边洗衣
服，现在村里建了洗衣池，用上自来水，
污水也集中处理，这样既照顾到生活习
惯又很环保。总书记关切地询问村民
们日子过得好不好、是否适应新的生活
环境，并深情地说，为了三峡工程建设，
不少人离开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来
到新的家园，这也是对国家重大工程建

设的贡献。村集体是一个大家庭，不管
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是大家庭中的
一员。要团结一心，相互关爱，相互帮
助，齐心协力把新家园建设得更好。

习近平走进村便民服务室，详细了
解许家冲村党组织建设和便民服务情
况，饶有兴趣聆听村干部们齐声高唱用

渔鼓调填词创作的《村党员公约》，夸奖
内容写得好、朗朗上口。他还到村电子
商务服务站察看库区特色产品展示，了
解村民依托沿江依坝优势发展特色民俗
产业、以特色产业带动创业就业等情
况。他强调，乡村振兴不是坐享其成，等
不来、也送不来，要靠广大农民奋斗。村

党支部要成为帮助农民致富、维护农村
稳定、推进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

听闻总书记来了，村民们从四面
八方聚拢到广场上，纷纷向总书记问
好，争相同总书记握手。习近平向大
家招手致意，祝村民们日子越过越好。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李林

4月 26日，郑州城市的北部，整
修一新的贾鲁河水波荡漾，水岸边正
在垂钓的余先生猛然挑竿，一条活蹦
乱跳的鲫鱼被甩进了草丛中。

与此同时，从正在召开的河南国家
城市双修城市设计试点工作会上，报出
了一连串让人欣喜的数字：自2017年
7月郑州被列入全国第三批城市“双
修”试点，到今年3月底，郑州市区新增
绿地面积1311万平方米、打通断头路
45条、新建和改造配水管网96.1公里、
启动生活垃圾分类社区试点54个、新
建公共停车泊位5.1万个……

一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提升
宜居环境的“双修”战役，在郑州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的进程中如火如荼。

生态修复“握手”大自然

4月 26日，郑州北龙湖湿地公园
的西侧，一座刚刚“隆”起、正在用绿
树红花装扮的“凤山”已经开始吸引游
客的到来。登上凤山的市民乔欣感叹
不已：“城市里有山有水，真是美不胜
收！”

“郑州市区一马平川，凤山是城
市‘双修’的作品之一。”郑州市规划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凤山是用超过
700万立方米的建筑垃圾和废弃土石
堆成的人工山体，7座山峰连接绵延，
最高处超过40米。

据介绍，生态修复是城市“双修”

的重要内容，郑州市作为全国试点城
市之一，推出了几项“大手笔”举措。
除了凤山，正在加紧建设的贾鲁河综
合治理工程也初见成效。

“贾鲁河统筹治理长达96公里，
总投资超过百亿元。”郑州市水务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工程正在全力
推进，完工后河流最窄面不低于 90
米，最宽处将会有 350米，新增水面
9200亩，新增绿地 8200亩，将如“玉
带”一般在城中蜿蜒。

开“大药方”治“拥堵病”

交通出行拥堵是“城市病”的典
型症状，郑州开出了哪些“药方”？

4月20日，郑州京广快速路与农

业路高架互通立交开通3个匝道，北
三环快速通道与东三环快速路立交
也开通西往东单侧主线和2个匝道，
这将郑州京广快速路、农业路高架、
中州大道、北三环快速路、东三环快
速路连到了一起。

这仅是郑州为方便市民出行实
施城市“双修”中“简略”的一笔。据
介绍，郑州在不断加快城市快速路建
设，今年将确保北三环东延高架桥主
线和东三环(107辅道)快速化工程隧
道段、农业路快速化工程铁路代建段
高架部分建成通车。加快四环线及
大河路快速化工程建设，力争年内高
架桥主线桩基、承台、墩柱基本完成。
年底前，中心城区还将完成170条区级
代建道路，（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在湖北考察时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
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发展新篇章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生态修复亮妙笔 城市修补开良方

郑州“双修”生活更优

一线劳动者

在教育培训阵地上忠诚坚守
——河南纪检监察宣教基地发展综述

4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湖北考察。这是24日下午，习近平在宜昌市
许家冲村考察时，在便民洗衣池边同村民亲切交谈。 新华社发

4月26日，整修一新的贾鲁河水波荡漾，贾鲁湖公园已初具规模。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