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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在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伴随着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壮阔历程，河南
这片镌刻着红色印记的沃
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
巨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
河南视察指导，寄予了“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需要中原更加出彩”的殷
殷嘱托，激发了亿万中原儿
女追梦逐梦的奋斗激情，“中
原更加出彩”成为引领新时
代河南发展的最强音。

新中国成立之初，河南
人均生产总值仅为 50元，粮
食平均亩产 92斤，发电量不
到 500万千瓦时。一代代河
南人满怀“敢教日月换新天”
“誓把山河重安排”的豪情壮
志，谋振兴、促崛起、求跨越，
脚下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广。三次产业结构从 1949
年的 67.6∶18.2∶14.1优化为
8.9∶45.9∶45.2，经济总量连
续多年居全国第五位，人均
生产总值突破 5万元，财政
总收入增加到 5876亿元，实
现了从乡村型社会到城市型
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展现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
设现代化强省的美好前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些
年，是河南改革发展历程中
绽放出彩风貌的重要时期。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要求转化为同心共筑中
国梦、争先进位谋出彩的具

体行动，以党的建设高质量
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让党
中央决策部署在中原大地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
念，以打好“四张牌”展现高质
量发展的新气场。把习近平
总书记要求的打好“四张
牌”，作为落实新发展理念、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抓
紧抓牢。持续打好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牌，坚持优化存量
和扩大增量并重、发展先进
制造业和壮大现代服务业并
举，以装备制造等 12个产业
为重点实施产业转型发展攻
坚，新能源客车、盾构机、智
能手机等成为河南制造新名
片，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达50%。持续打好创新
驱动发展牌，以郑洛新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龙
头，不断壮大创新引领型企
业、人才、平台、机构，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达 3322家，神舟
飞船、C919大飞机等大国重
器上有了更多河南元素。持
续打好基础能力建设牌，郑州
机场二期建成投运、三期工程
启动建设，率先实现“米”字形
高铁网实质性落地，全国重要
的综合交通枢纽、通信枢纽、
能源基地地位不断巩固。持
续打好新型城镇化牌，中原城
市群成为国家重点发展的城
市群，郑州跻身国家中心城
市行列，城镇化率提高到
2018年的51.7%。

坚定不移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以推动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稳固“三农”基本

盘。把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与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结合起来，把推进农业农村
绿色发展与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衔接起来，把加大投入与
深化改革统一起来，农村生
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取得重
要进展。粮食生产连年丰
收，2018 年达到 1329.8 亿
斤。多彩农业的品牌越擦越
亮，优质专用小麦、优质花生
种植面积和食用菌、蔬菜、中
药材产值均居全国前列。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成为全国第一粮食加工大
省、第一肉制品大省。全省
返乡创业累计 130万人，带
动就业 814万人。涌现出水
墨郝堂、老家莫沟等一大批
美丽乡村，越来越多的农村
人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幸
福生活。

坚定不移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以打造内陆开放高
地来促改革、促创新、促发
展。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
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建设
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
路”等要求，“无中生有”打造
空中、陆上、网上、海上“四条
丝绸之路”，功能性口岸数量
居内陆省份首位，去年进出
口总额达到 5513亿元，朝着
“买全球、卖全球”目标迈
进。卢森堡货航加密至每周
18班，郑州机场货邮吞吐量
跻身全球机场 50强；中欧班
列（郑州）实现每周 14去 10
回，体现运营质量的综合指
标名列前茅。枢纽带动物
流、物流吸引产业、产业塑造

都市的大格局正在形成。如
今的河南，开放的大门越开
越大，“朋友圈”遍布五洲四
海，通道枢纽、口岸平台联通
世界，正由对外开放的跟随
者变成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
探索者。

坚定不移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打好三
大攻坚战为重点，让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
加充实。打好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攻坚战，树立抓稳定就
是抓发展的理念，深化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开展特定利
益群体稳控化解专项治理，
在全国率先逐县逐项开展政
府隐性债务摸底审计调查，
各领域风险得到及时化解，
社会大局安定有序。打好精
准脱贫攻坚战，深入实施产
业扶贫等“四场硬仗”、易地
扶贫搬迁等“六大行动”、交
通扶贫等“四项工程”。2014
年以来，39个贫困县脱贫摘
帽，8315 个贫困村退出，
582.4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1.21%。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既抓
“治”更重“建”，实施经济结
构提质、生态功能提升、国土
绿化提速、环境治理提效“四
大行动”，开展大规模国土绿
化和“四水同治”，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把民生实事办在
群众心坎上，教育、文化、医
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体系不断
健全，郑州大学、河南大学进
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
六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加快
建设。2018年城镇、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874

元、13831元，群众的笑脸一
天比一天灿烂。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推动学的氛围、严的氛
围、干的氛围越来越浓。坚
决扛稳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以信仰之力营造学的氛围，
采取平时抓紧自学、以会代
训领学、进党校高校讲课、沉
到基层宣讲、在交流中互学等
方式，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走深走心走实；以敬畏之
心营造严的氛围，让严的味
道随时能“闻到”，让铁的纪
律随时能“听到”，党员干部
在监督下开展工作的自觉性
普遍增强；以担当之责营造
干的氛围，深学细照笃行焦
裕禄精神，激发干的动力、树
好干的导向、倡树干的作风，
激励干部担责担难担险，各
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
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
号召力不断提升。

河南 70年走过的路，是
中国发展奇迹的一个缩影，
彰显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伟大理论优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强大制度优势、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巨大政治优
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
们要以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
发展高质量，奋力谱写中原
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7月25日，《人民日报》刊发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陈润儿署名文章——

向着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扎实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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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以全彩图文并茂的形式，推出6个版的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河南”专版。分别
以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陈润儿联合署名文章及“数读河南”“‘中原粮
仓’的贡献”“产业兴 脊梁硬”“买全球 卖全球”“悠悠文脉 多彩中
原”为主题，辅以河南风情精美图片，多视角展现河南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的铿锵步伐及中原大地的厚重文化等。本报今日转发省委书记
王国生、省长陈润儿的署名文章，敬请关注。

扫码看署名文章全文 扫码看
《中国一分钟·河南篇》

扫码看
《人民日报》河南专版

编
者
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