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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电祝贺国产大型水陆
两栖飞机AG600水上首飞成功

习近平对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作出重要指示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全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3版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李晓光 刘超
峰 陈凯）昨日上午，金秋十月的嵩山装扮
一新，喜迎海内外宾朋。伴随着精彩纷呈
的武术表演，第十二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
武术节在“天地之中”登封隆重开幕。

全国政协副主席郑建邦出席开幕式
并宣布武术节开幕。

副省长戴柏华致辞，省政协副主席
李英杰，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
心副主任杨战旗，罗马尼亚克鲁日省副
省长马里乌斯·明札特、伊斯特万·万卡，
罗马尼亚克鲁日·纳波卡市副市长丹·史
蒂芬，法国亚眠市副市长帕斯卡·弗哈德
顾尔出席开幕式。

武术节组委会主任、省体育局局长
李俊峰主持开幕式，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新伟
致辞。市领导胡荃、黄保卫、张俊峰、白江民、
孙晓红、李新有、王万鹏等出席开幕式。

戴柏华在致辞中表示，文化兴国运
兴，文化强民族强。河南是有影响的文
化大省，一贯重视文化建设工作，注重文
化的传承与创新工作。发源于河南郑州
的少林武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其源远
流长，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中国
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既是切磋技艺、共
同提高的体育盛会，也是增进友谊、促进
沟通、推动文化交流的平台。我们将在
国家体育总局的指导帮助下，扎实做好
各项赛事活动组织工作，努力将本届武
术节办成共享共进、精彩纷呈、展示形
象、促进交流的盛会。

王新伟致欢迎辞时说，中国郑州国际
少林武术节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是
世界武术爱好者欢聚的盛会、梦想的舞
台。本届武术节汇集了65个国家和地区
240 个武术团体的 2212 名选手同台竞

技，规模更大、项目更多、国际性更强，相
信在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武术协会的悉
心指导下，在广大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
的共同努力下，本届武术节一定会办成文
明友谊、合作发展、交流共赢的武林盛
会。希望全体运动员坚守重在参与、重在
学习、重在提高的共识，奋力拼搏、争创佳
绩，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友谊，共同
谱写弘扬少林武术文化的新乐章。

随后，与会领导和嘉宾观看了精彩的少
林武术表演。本届武术节开幕式演出首次
依托山地实景举办，充分利用天然的地理环
境优势，实景与武术结合，令海内外嘉宾在
绿水青山中感受少林文化的博大精深。

开幕式前，“功夫之都”登封还按照

“行走中的少林武术博物馆”理念，在 8.2
公里的展演路线中，展现五彩旗阵、“千
人”组字阵、百态功法展示等十大武术展
演矩阵，打造出世界规模最大、参加人数
最多、距离最长、内容最为丰富的少林功
夫大展示。616人的舞狮、令旗、鼓阵表
演，6000 人的“千人”组字阵，2000 人的
少林旗海阵，20000人的少林武术矩阵，
30人的梅花桩，14000 人的少林百态功
夫展示，让五洲来宾感受到震撼的武术
氛围。

据悉，为了让游客深切感受嵩山文化、感
受少林武术，21日至23日武术节期间，登封
还将举办武术展演、嵩山文化展演、非遗项目
展演、嵩山登山节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少林武术节震撼开幕四海高手嵩山论剑
65个国家和地区240个团体参赛 选手达2212人

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朱殿勇刘勰）为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
决策部署，2018年 6月 1日至 7月 1日，中央第
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河南省第一轮中央环境保
护督察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针对大气污染
问题统筹安排专项督察，并形成督察意见。经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 2018 年 10 月
20日向河南省委、省政府进行了反馈。督察组
组长朱之鑫通报督察意见，省委书记王国生作
表态发言，省长陈润儿主持反馈会，督察组副组
长赵英民和督察组有关人员，省政协主席刘伟
等省领导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了
会议。

督察认为，河南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督察
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积极推动思想转变，不
断完善环境保护责任体系，努力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整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效。

2016 年 7月以来，省委常委会会议、书记
专题会分别涉及生态环境保护议题 11 次、4
次，省政府常务会涉及生态环境保护议题 18
次，不断强化工作部署。发布实施《河南省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等地方性法规标准。修订实施《河南省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河南
省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对各地环
境质量改善情况实行阶梯奖罚、按月兑现。各
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共支偿大气环境质量生
态补偿金 2.2 亿元、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金
1.03亿元，有效提升各地政府攻坚治污的积极
性。努力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和压力向
市县传导，2016 年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查处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问题 1500 余起，问
责 2500 余人，不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和一岗双责。

2016年以来，全省聚焦重点源头、重点行
业、重点区域，狠抓治污措施落实，燃煤发电机
组均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完成10蒸吨/小时及
以下燃煤锅炉拆改3492台，淘汰黄标车和老旧
车 44.77万辆，查封取缔“黑加油站”11690家；
安装1万多套高空视频探头，有效助力秸秆禁烧
工作。

2017年，全省PM2.5浓度同比降幅在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排名第二，扭转了多年来持续上
升的被动局面。2017年以来，完成黑臭水体治
理 111处、村庄环境综合整治 1200个，关闭搬
迁规模养殖场 2081 家，建成城市污水处理厂
15座，新增处理能力 79万吨/日。94个国家水
质考核断面中，劣Ⅴ类断面比例10.1%，同比降
低5.6个百分点。

河南省高度重视此次“回头看”工作，边督
边改，立行立改，推动解决一大批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截至2018年 8月 31日，督察组交
办的 5477件生态环境问题已基本办结。责令
整改2769家；立案处罚342家，罚款1938万元；
立案侦查65件，拘留36人；约谈403人，问责1053人。

督察指出，河南省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虽然取得了重要进
展，但部分责任落实“挂空挡”，部分整改任务没有按照要求完成，在一些
地区和领域甚至还存在敷衍整改、表面整改、虚假整改等问题。

一是思想认识还不到位。一些领导干部重发展、轻保护，对国家化解
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总体要求认识不到位、落实打折扣，也制约了全省
污染防治工作深入开展。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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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会见罗马尼亚
克 鲁 日 省 代 表 团
本报讯（记者 裴蕾）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新伟

会见了罗马尼亚克鲁日省副省长马里乌斯·明札特率领
的代表团一行，双方进行了亲切交流。

副市长万正峰参加会见。
王新伟首先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马里乌斯·明札特一行

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郑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王新伟说，郑州作为中国内陆地区发展最快的城市

之一，是中国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在全国、全省发展大
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郑州是国家支持建设的国家中心
城市，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也是中原城市群核心
城市。郑州作为一个致力于建设“国际化、现代化、生态
化大都市”的城市，对外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快，对外开放
的大门也会越开越大。郑州市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买全球、卖全球”重要指示精神，深度融入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将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国际友好
城市间的务实合作，在科技、产业、教育、文化、旅游、商贸
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王新伟表示，早在1995年，我市与贵省克鲁日·纳波
卡市结为友好城市。20多年来，双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
密切关系，并在文化、教育、体育、园林等领域均有合作与
交流。希望代表团此行能进一步加强双方的交流与合
作，持续好的合作态势，不断加强两市的经贸、文化合作。

马里乌斯·明札特对郑州在城市建设和对外交流方
面所取得成绩表示赞赏，希望两地进一步深化友谊，加强
双方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据悉，马里乌斯·明札特副省长一行在郑期间，将参
观宇通客车新能源工厂、郑州国际陆港公司、河南保税物
流中心等地，并参加第12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

贾鲁河工程建桥12座
已全部具备通车条件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现场观
摩会日前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杨福平带领市直有
关单位、沿河县区及工程建设、设计单位负责人等沿河
观摩工程进度，推动工程进展。

截至目前，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土方开挖、土方填
筑、主河槽边坡护砌已基本完成；新建桥梁12座，已全部
具备通车条件。新建拦蓄水坝 15座，已全部建成，具备
蓄水条件。新建排水涵闸 16座，已完成；两岸堤顶道路
基层基本完成，面层完成108公里，占总工程量115公里
的 94%；游路基层铺装已基本完成。开挖建设的 4处湖
泊湿地，除杲村湖因设计变更正在施工外，其余三处已
经形成全水面。蓝线内岸坡景观绿化正在进行边坡灌
木、地被绿化施工，行道树栽植总量为 53002棵，现已完
成 50108棵；边坡乔灌木栽植总量为 251926棵，现已完
成205385棵；地被栽植已完成74.9%。

杨福平要求，施工单位要抓住当前的大好施工时
机，加快施工进度；沿线各县区要尽快做好征迁扫尾工
作，为施工创造良好条件；对于施工中出现的新问题，要
加强沟通、及时解决，确保工程按时间节点推进。

十一届市委第七轮
巡察工作月底启动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昨日，市委召开十一届市委第七轮巡察工作动
员部署会议，对做好本轮巡察工作进行动员，对开展村居巡察试点工作进
行安排，对持续深化中央、省委巡视整改进行再部署。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周富强作动员讲话。

周富强说，要扎实开展好十一届市委第七轮巡察工作，突出监督重
点，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成果运用，推动被巡察党组织把党章党规党纪
挺起来、立起来、严起来，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积极稳妥推
进村居巡察工作，积极主动、试点先行、突出重点，稳步推进村居巡察全
覆盖。要持续整改，确保问题全部整改到位，推动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上，宣布了十一届市委第七轮巡察巡察组组长、副组长授权任
职和任务分工。从 10 月底开始，市委五个巡察组将对市公共交通总
公司党委、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党委、郑州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郑州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郑州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党委、郑州城建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党委、
郑州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郑州公共住宅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党委、市市场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党委等十个党组织开展巡察，
时间一个半月。

本报讯（郑报融媒记者 王红
左丽慧 赵文静 董艳竹）10 月 18
日、19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经济日报》四大央媒相
继刊发文章，为郑州改革开放取
得的丰硕成果点赞，引发社会强
烈关注，省会各界反响强烈，人们
不约而同地表示，为郑州取得的
成绩感到骄傲，更对郑州的美好
未来充满期待。

“看了对郑州发展的集中报
道，感到很高兴和自豪，作为一个
郑州人，发自内心为郑州点赞！”郑
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机车车辆学
院院长张中央说，“郑州作为一个
因铁路而生，因高速公路而兴，因

‘米’字形高铁而盛，因跨境电商和
航空而飞的新兴城市，走出了一条
勇于探索、勇于实践的特色发展之
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善

于利用国家政策，抓住发展机遇，
持续推进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和
发展，带动城市建设和发展，城市
发展又为交通枢纽建设提供经济
支撑和后盾，形成了良性循环。”

“看到关于郑州的这些重磅报
道后，让人格外振奋，身为郑州人，
确实感到非常自豪、非常骄傲！”市
文联主席钟海涛说，“近年来，外地
朋友来到郑州，（下转二版）

地处九州腹地、中国之“中”
的郑州，区位优势是其最具竞争
力的核心优势。从普铁时代的

“十字”交会到高铁时代的普铁、
高铁“双十字”交会，再到速度经
济时代的“米”字形快速铁路网以
及郑州国际航空港建设……从

“火车拉来的城市”到国际枢纽城
市，河南郑州走出了一条“因交通
而兴，因交通而优，因交通而强”
的跨越发展之路。

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说，郑州
新的区位优势日益显现，要抓住难
得机遇，让“陆上丝绸之路”越跑越

快、“空中丝绸之路”越飞越广、“网
上丝绸之路”越来越便捷。

“陆上丝绸之路”越跑越快。
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郑
州国际陆港调研指导工作时提
出，要“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
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为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多作贡献”。

经过 4年发展，中欧班列（郑
州）在全国中欧班列中唯一实现双
出入境口岸（阿拉山口、二连浩
特）、双通道（阿拉山口西通道、二
连浩特中通道）高频次往返均衡对
开，运行班次已由 2014年的每周

两班，实现了如今的每周“去程八
班、回程八班”满载往返运行。货
值、货重等主要指标保持在全国前
列，成为中国中欧班列的主动脉。

“空中丝绸之路”越飞越广。
2017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卢森堡
首相贝泰尔时明确提出，中方支持建
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

截至今年上半年，“空中丝绸
之路”已经辐射到卢森堡、德国、
英国、比利时等欧亚国家的重要
区域。通航点由当初卢森堡 1个
增加到现在的 14个，洲际航线由
1条拓展至3条，（下转二版）

这几天，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几大央媒，连续大篇幅刊发重磅文章，持续为
郑州改革开放发展、国家中心城市取得的丰硕成果点赞。

“空中丝路”越飞越广、“陆上丝路”越开越密、“网上丝路”发展迅猛——正如多篇央媒报道点赞
的那样，曾是全国“铁路十字路口”的郑州，党的十八大以来，着力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积极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开拓新一轮改革开放新局面。

今日本报继续为您编发《光明日报》文章《郑州：向国际枢纽城市大步迈进》，报道了从“火车拉来
的城市”到国际枢纽城市，郑州走出了一条“因交通而兴，因交通而优，因交通而强”的跨越发展之路。

明日将刊发《经济日报》文章《郑州：从中原走向广阔世界舞台》，敬请读者关注！

编
者
按

郑州：向国际枢纽城市大步迈进
光明日报记者 王胜昔

中央媒体集中刊文点赞郑州引发热议——

为郑州发展骄傲自豪
对美好未来充满希望

青山绿水间的开幕式表演青山绿水间的开幕式表演，，令人沉醉令人沉醉 记者记者 宋晔宋晔 摄摄

精彩的少林功夫大展示 记者 马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