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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相连、真诚互信、合作共赢、彼此扶持。

习近平主席用“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

形象地定位中国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

国关系

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的国家之一。塔吉克斯坦是第一个同中国

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谅解备忘录的国家。共

建“一带一路”已成中吉、中塔合作主线

国际形势风云激荡，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习近平主席这次倡和平、

促合作的典范之旅，必将在国际关系史上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

为国之信，深化兄弟之谊 为民之福，共建“一带一路” 为世之安：共迎机遇、共对挑战

中联部就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举行媒体吹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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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 17日电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17日在北京宣布：应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 20日至 21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进行国事访问。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6月 16日，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第一指导组组长冯健身、副组长
武金辉一行在郑州听取我省主题教育
情况汇报，对我省主题教育工作给予
肯定，并对下步工作提出要求。

省委书记王国生主持汇报会并讲
话。省领导陈润儿、喻红秋、穆为民、
江凌等出席汇报会，孔昌生代表省委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作了汇报。

中央第一指导组认为，河南省委
对中央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高度重视、提前谋划，做
到了大事大抓、落实落细，体现了河南
特色，营造出浓厚氛围。总的看，河南
省目前的主题教育工作开局良好、势
头不错，取得了一些成效。主要有以

下几个特点：一是政治站位高，理解认
识透，研究谋划早；二是坚持高标准严
要求，突出领导带头、以上率下；三是
注重先进典型引领和思想政治洗礼；
四是措施多样、载体丰富、形式灵活。

对我省下一步的主题教育工作，
中央第一指导组建议重点抓好以下几
项工作。一是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二是坚守人民立场、
坚持问题导向、树立良好作风，坚决防
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解
决河南党的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三是坚持统筹兼顾，
做到主题教育和中心工作两不误、两
促进。四是加强宣传引导、营造浓厚
氛围，总结典型经验、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
中央第一指导组提出，河南省第

一批主题教育单位要按照党中央的部
署要求，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戒骄戒
躁、再接再厉，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工
作，推动主题教育更加扎实有效地开
展，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王国生指出，中央第一指导组准
确把握中央精神，紧密结合河南实际，
对我省主题教育给予及时有力的指
导。我们一定要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
和指导组要求，深入研究如何把主题
教育进一步抓细抓实，抓出成效。要
进一步聚焦根本，推动理论学习走深、
走心、走实。牢牢把握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个根本任务，以信仰之力强化理论

武装，切实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真
信笃行上下功夫，把学习成效体现到
增强党性、提高能力、改进作风、推动
工作上来。要进一步突出重点，发挥
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从各级领
导机关、领导干部做起，一级做给一级
看，一级带着一级干，以走在前、作表
率的实际行动，为全省党员干部树好
标杆。要进一步加强预判，坚持以好
的作风开展主题教育，进一步改进主
题教育推进方式，坚决防止和克服形
式主义，防止表面化、复杂化、变味道、

“两张皮”，切实把主题教育成效体现
到推动各项工作成效上。

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成员，省
主题教育巡回指导组组长，省主题教
育办公室有关同志参加汇报会。③8

□本报记者 朱殿勇 刘勰

初夏时节，省委党校安静的校园
涌动着浓厚的学习氛围。6月 10日至
16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这里开
展为期一周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集中学习研讨。

这是一次走心的集训。省委书记
王国生、省长陈润儿等省级领导干部
走进党校，以普通学员的身份集中学
习研讨，围绕主题教育的根本任务和
总要求，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持集中学习
与个人自学相结合，朝着理论学习有
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
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
的目标扎实迈进，为全省主题教育开
好头、作表率。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悟出了什么？老一辈革命家和先
烈告诉了我们什么？从身边典型身上学
到了什么？我们身上有哪些差距？这些
问题，一直萦绕在学员们的心里。

聚精会神读原著学原文，
悟出信仰的味道

一周的时间，静下心来读原著、学
原文、悟原理，交流心得、畅谈体会、共
同研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住宿舍、吃食堂，潜心于学习之中，走
深、走心、走实，经受了一场坚定理想
信念、勇于担当作为的思想洗礼。

抓紧自学有收获。大家通读《习
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
论述选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等著作，原原本
本学、专心致志读、用心用情用力思考
感悟，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谛真义，加强党
性锤炼、提升政治觉悟。

交流互学共提高。大家集中在
一起学习研讨，甚至吃饭、散步时，也
在交流体会、共同思考和研究问题。
很多人说，这几天突出的感受是时间
过得很快，越学越觉得时间不够用，

越学越觉得需要学习思考的问题还
很多。

思想在碰撞中升华，共识在交流
中凝聚。

——通过学习，进一步坚定了理
想信念。守初心，关键是一个“守”。
怎么去“守”？有的人走着走着就丢了
初心，根子就在于理想信念动摇。我
们必须不断“补钙壮骨”，从总书记重
要讲话中找方向、汲养分、增定力。学
得越多，越是悟出信仰的味道、受到信
仰的感召、感到信仰的力量。

——通过学习，加深了对思想建
党、理论强党的认识。重新研读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总
书记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战略运
筹，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
感认同更加强烈，更加坚定地笃信，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
主义，坚定地跟着总书记向前走，不管
有多少艰难险阻，中华民族一定能迎
来伟大复兴的那一天。

多维度受教育，进一步触
动思想灵魂

诵誓词、看展览、听报告……多载
体砥砺党性修养，多形式淬炼政治本
色，集中学习研讨的每一项安排都在
点燃着思想源头的烽火，激发出灵魂
深处的能量。

重温入党誓词，强烈的仪式感让
大家受到心灵的净化，唤起了当初举
起右拳时的那种理想追求和斗志激
情。

观看历史纪录片《初心永恒》，追
寻党在河南孕育、发展、壮大的奋斗历
程，游天洋、吴焕先、杨靖宇等一个个
闪光高大的形象展现在眼前，一个个
感天动地的事迹震撼着心灵。大家真
切感受到赤诚初心的温度，真切感受
到革命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江山必须
坚决守下去，革命先辈们用生命追求
的梦想必须接力跑下去。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省政协“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
会议召开以来，全体党员干部学思践
悟、担当作为的氛围日益浓厚。6 月
10日至 17日，省政协领导班子参加省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主题教育集中学习
研讨，省政协机关同步开展了系列学
习研讨。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刘伟提出
要求，指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
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走好新的
长征路的重要举措。省政协和机关要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和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和王国生书记讲话要求，牢牢把握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这一主线，认认真真把学习
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
等“规定动作”做到位，做好邀请党外
人士、政协委员、政协参加单位参与主
题教育等“自选动作”，努力将主题教
育抓出成效，为全省政协作出表率。

连日来，省政协全体党员干部以饱
满的热情参加主题教育：重温入党誓
词，在党旗下接受心灵净化和洗礼；观
看纪录片和红色经典电影，感受共产党
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初心和使命；听取辅导报告，增强
对主题教育根本任务的理解和把握；沉
下心来认真自学，读原文学原著悟原
理；省政协领导班子和各级党组织开展
研讨，交流体会，砥砺精神……一次次
学习和感悟中，大家收获颇多，对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
识更进一步，对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理解更深一层，对人民政协
新时代新使命新任务的把握更加精
准。大家一致表示，要持续深化学习，
坚定理想信念，牢记使命担当，形成学
的氛围、严的氛围、干的氛围，树立新时
代人民政协的新样子。③6

“从团结合作中获取力量”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019年夏中亚之行

习近平将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中办国办印发《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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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声音响彻中原大地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研讨综述

中央第一指导组听取我省主题教育工作汇报
冯健身王国生讲话 陈润儿武金辉等出席

省政协认真开展主题教育学习研讨活动
刘伟提出要求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
加快构建内陆开放高地的意见

06│文件

04│时事

距第二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开幕距第二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开幕
还有3天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6 月 17 日，
省委书记王国生到许昌市调研，强调要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伟大旗帜，以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动力，坚定信心、保
持韧劲，把学习成果转为工作成效，在推
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更大步伐。

长葛市大周产业园集聚了一批再生
金属循环企业，王国生来到产业园区，走
进汇达印通、金汇晟丰，与企业家深入交
流，企业研发投入怎么样、产品质量是否
过得硬、结构调整进展如何、人才引进有
什么打算，王国生看得认真、问得详细，
得知金汇晟丰年产 80万吨精密不锈钢
连轧项目、通过中德合作实现智能化升
级和绿色化改造、发展前景广阔时，感到
十分高兴。他对当地负责人说，参天大
树之下必有一片沃土。面对高质量发展
的新要求，要帮助企业拓宽发展视野、树
立国际标准，加快对外合作步伐，提升产
业层次，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
环境。

黄河实业近年来围绕主业加大科技
投入、不断开拓发展新局面。王国生察
看智能化生产线和产品展示，了解到该
集团总工程师王裕昌博士归国后扎根企
业贡献智慧，王国生深表赞许。他说，要
发挥人才的关键作用，用情感留人、用事
业留人，让他们在推动企业发展壮大中
实现人生价值。王国生察看河南森源集
团电气产业基地三期建设情况，走进国
家电网许继集团、开普检测研究院、许昌
远东传动轴和许昌智能继电器等企业，
鼓励企业家善于从长远大势看当前形
势，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推动企业朝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的方向迈
进。

调研期间，王国生强调，要提高政治
站位，增强责任感和自觉性，扎实开展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出好
的状态，深入开展调研，激发奋斗热情，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成果转化成具体行动和工作成效，持续营造学的氛围、严的氛围、干
的氛围。要把握科技发展新形势，支持企业强化科技创新，加快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技术应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稳定
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要扩大高水平开放，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品牌和技术优势，推动优质产能和装备迈进国际市场。
要锤炼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增强干的自觉、鼓起干
的斗志，为推动中原更加出彩、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作出更大贡献。

副省长刘伟参加调研。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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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振杰

搜索关键词：引进来、走出去

搜索位置：中德（许昌）中小企业合作区

有一两家企业，在与其他国家企
业的合作中，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创
新，最后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行业翘
楚——这个肯定不算什么稀罕事儿。
但是，如果这是一个企业群体，而且恰
巧还是同一合作区的企业群体呢？

这个企业群体，就是位于中德
（许昌）中小企业合作区内的大森机
电、森尼瑞、德理施尔、西继迅达等与
德合作企业群。

向享誉世界的“德国制造”学习、
合作，并且逐渐“出师”，这些企业做出
了什么成绩、又是哪些因素使然？6
月13日，记者前往中德（许昌）中小企
业合作区，探寻这一成绩背后的故事。

在河南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球第一条真正实现工业化生产的
镁合金汽车轮毂生产线正在繁忙运
行中。“我们一开始就学习德国企业
的理念，在技术上寻求高起点合作
方，并研发出全球领先的产品。眼前
这批产品将来都是为奔驰、宝马、保

时捷等配套的。”该公司董事长孙中
垚指着忙碌的生产线对记者说。

成立于 2012年的河南大森机电
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即引进德国
企业技术，产品打破了国外企业的垄
断，推动企业第一次转型升级；2017
年，该公司收购德国 GTA 股份有限
公司，成功实现品牌和市场的国际化
升级。

从引进资金、技术、产品到输出
产品、技术、资金，在对德合作上，这
群许昌企业实现了“引进来”和“走出
去”的完美结合。

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对德合
作的过程中，许昌企业家不仅更加开
放，也更加务实、自信了，还催生了新
的业态和合作方式。

“在与德国合作的过程中我们认
识 到 了 差 距 ，但 也 明 白 了 努 力 方
向。”说这话的是森尼瑞电气有限公
司的董事长陈春华。由于多年与德
国企业合作，陈春华摸清楚了中德
企业各自的优势和需求：“他们长于
技术，我们大量中小企业有需求但
不知道如何对接。”于是，森尼瑞成
立德国施坦贝斯管理和技术（许昌）
中心，（下转第二版）

有个群体，向外“学着学着出师了”
——热搜河南开放新亮点系列报道之三

●时间：10 月 26 日—27 日

●主会场：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亮点：“走出去”引才，开办北京

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长春 6个专场

02│要闻

“招才引智大会”
再度邀约英才
第二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

创新发展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