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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 丹） 1 月
10日上午，漯河发展智库成立大
会暨第一次专题研讨会召开。市
委书记蒿慧杰，市委副书记、市
长刘尚进出席会议。国家发改委

《中国经贸导刊》 杂志社社长朱
东方，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
书记、主任谷建全应邀出席。市
政协主席吕岩主持成立大会。市
领导李思杰、闫天常、胡新峰、
邓武昌、田冠亭、赵改焕出席会
议。

会议宣读了漯河发展智库顾
问、成员名单。蒿慧杰等为智库
专家代表颁发聘书。朱东方等 4
名同志被聘任为漯河发展智库顾
问，完世伟等52名同志被聘任为
漯河发展智库成员，聘期三年。
蒿慧杰、谷建全共同为漯河发展
智库揭牌。

谷建全在致辞中指出，推进
“四个着力”、打好“四张牌”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原更加出彩
的殷殷嘱托为我省新型智库建设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漯河
发展智库是由省政府发展研究中
心与漯河市政协合作共建成立
的；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和我省《关于加强中原智库建设
的实施意见》的重大举措；是强
化省地共建，实现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协同创新，探索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建设河南经验的创新
举措。我们要以共同建好建强漯

河发展智库为出发点，切实做好
各项工作，在中原更加出彩的征
程中迈出更大步伐。

蒿慧杰在致辞中指出，成
立漯河发展智库是一项创新之
举、务实之举，必将为新时代

漯 河 改 革 发 展 插 上 智 慧 的 翅
膀，提供前进的动力，带来难
得的机遇。漯河发展智库要提
高站位，确保智库各项工作始
终朝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要担当有为，为完善市委、市

政府决策，服务基层民生，多
献创新之策，多谋务实之举，
多出助推之力；要创新提升，
努力为漯河发展提供有力的智
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要形成合
力，凝聚各方力量共同推动漯
河发展。希望省政府发展研究
中心更多关注漯河、支持漯河，
积极为漯河智库建设提供帮助；
漯河市政协要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积极团结联系智库中的专
家、学者，常态化、制度化、系
统化开展研究和实践活动，确保
不断取得新成效、实现新突破；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发挥自
身职能作用，主动为智库开展工
作提供支持，并注重从智库研究
成果中汲取营养，不断提升工作
水平，努力创造新时代漯河发展
的美好明天，以漯河更加精彩为
中原更加出彩增添浓彩。

随后，蒿慧杰主持召开漯河
发展智库第一次专题研讨会。刘
尚进通报了漯河市2018年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与会专家、学者、
企业家等围绕“发挥漯河比较优
势 为中原更加出彩增添浓彩”
主题进行研讨，共同为漯河发展
谋策献智。

（下转2版）

漯河发展智库成立大会
暨第一次专题研讨会召开

蒿慧杰刘尚进吕岩等出席会议

1月10日上午，蒿慧杰、谷建全共同为漯河发展智库揭牌。 本报记者 王庆建 摄

本报讯（记者 李 丹） 1 月
10 日下午，全省深入学习浙江

“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扎实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电视电话会议
在郑召开。会议全面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的系列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的
批示要求，贯彻落实全国深入学
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扎
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会议和
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部署我
省学习浙江经验、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工作，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全面提升，确保三年行动

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市委书记蒿
慧杰，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蒋
志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学
功，副市长吕娜及市直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在漯河分会场收听收
看。

会议强调，全面扎实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
践，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点任务，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全省上
下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深化认
识，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更
高的标准推进实施，坚决打好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场硬
仗，按照《河南省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要求推
动农村人居环境再上新台阶；以
更高的要求扛稳责任，确保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工作持续健康推
进，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全省深入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
全面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蒿慧杰等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

2018年，临颍县紧盯千亿工
业新城建设目标，谋求高质量，
全面打响工业转型发展攻坚战，
奋力在中原更加出彩中争当高质
量发展“排头兵”。2018 年前三
季 度 ， 该 县 生 产 总 值 221.8 亿
元，同比增长7.8%；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0%；工业用
电量 3.5 亿度，同比增长 30.1%；
工业税收 6.4 亿元，同比增长
31%，带动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长 14.1%，达到 11.6 亿元。
工业对县域经济的带动作用日益
显著，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量。

做强产业，叫响
高质量发展的“临颍
品牌”

临颍县深入贯彻落实全省
“三大改造”要求，加快推动休
闲食品、装备制造、现代家居三
大百亿主导产业转型升级，提升
产业集聚发展水平。

作为全国唯一的“中国休闲
食品之都”，临颍县发挥食品产
业集群优势，新培育了以中大恒
源为代表的 15 家生物医药类企

业和以御江食品为代表的8家肉
制品加工类企业，推动食品产
业产值突破 400 亿元，叫响了

“临颍食品”品牌。
同时，该县抢抓国家发展

装配式建筑产业战略机遇，引
进远大住工、安徽鸿路和江苏
德胜等装配式产业代表企业，
培育了“3+20”绿色装配式产
业集群，成为河南省首批6个装
配式建筑示范城市之一，被确
定为河南省绿色装配式建筑产
业基地。

目前，各项指标均达到一星
产业集聚区水平的现代家居园

区，已集聚了规模以上企业 56
家，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150 亿
元，年加工板材突破 500 万立方
米，被确定为中国实木家居材料
产业基地、中国十大木业产业园
和中国十大木业产业集群。

做大园区，培育工业
发展的“临颍沃土”

临颍县按照“一体两翼、三
区联动、晋位升级”的发展思
路，规划建设了 23.72 平方公里
的产业集聚区、9.9平方公里的现
代家居园区和 9.8 平方公里的现

代物流园区，构筑了40多平方公
里的工业发展载体。临颍县产业
集聚区六次荣获全省“十快”

“十先”产业集聚区称号，被评
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全省二
星产业集聚区，在全省产业集聚
区综合排序中上升36个位次、居
第12位；现代家居园区主要指标
均达到一星产业集聚区水平；现
代物流园区晋升为省级现代服务
业专业园区。临颍县成为全省为
数不多的同时拥有两个省级产业
集聚区和一个省级服务业专业园
区的县，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下转2版）

临颍：全面打响工业转型发展攻坚战

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
悉，由中汽协、中国汽车动力电
池产业创新联盟、中国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联合组织
行业编制的 《电动汽车安全指

南》10日在京发布，指南的推出
将对提高我国新能源汽车安全
性、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健康发
展起到重要作用。

均据新华社电

中国首部《电动汽车安全指南》发布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
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10日在全国
统计工作会议上说，按照中央统
一部署，国家将于2019年底实施
普查年度（即2018年）地区生产
总值统一核算，2020 年 1 月开始
实施季度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
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与

全国数在总量、速度和结构上的
基本衔接。

专家分析，实施地区生产总
值统一核算改革，对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汇总数据与国内生产总值
数据相衔接、提高国内生产总值
核算数据质量、科学研判经济运
行形势等，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将于2019年底实施
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要闻简报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记者 李忠
发） 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
近平同当日抵京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朝鲜劳动
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
谈。两国领导人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中
朝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
成重要共识。双方一致表示，愿共同努力推
动中朝关系在新的时期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持续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指出，委员长同志在2019年新年
伊始、两国迎来建交70周年之际访华，充分
体现了委员长同志对中朝传统友谊的高度重
视、对中国党和人民的友好情谊。我对此表
示高度赞赏，并代表中国党、政府和人民，
向朝鲜党、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的节日问
候。

习近平强调，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朝
关系在2018年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双方以
实际行动展示了中朝友谊的强大生命力，彰
显了中朝共同致力于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
进程的坚定意志。今年是中朝建交70周年，
对中朝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
重要意义。我愿同委员长同志一道，共同引
领好中朝关系未来发展。双方要保持高层交
往、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友好交流合作，推
动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年初百忙
之际接待我们访华，我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并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
和人民致以亲切的节日问候。在总书记同志
的悉心关怀下，去年朝中关系提升到新高
度，谱写了新篇章。我此次访华，就是希望
以两国建交70周年为契机，同总书记同志就
巩固朝中传统友谊、加强朝中交流合作深入
交换看法，推动朝中友好关系日益巩固和发
展。

关于朝鲜半岛形势，习近平积极评价朝
方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实现半岛无核
化所采取的积极举措，表示去年在中朝及有
关方共同努力下，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取
得重大进展。当前，半岛和平对话的大势已
经形成，谈下去并谈出成果成为国际社会普
遍期待和共识，政治解决半岛问题面临难得
的历史机遇。中方支持朝方继续坚持半岛无
核化方向，支持北南持续改善关系，支持朝
美举行首脑会晤并取得成果，支持有关方通
过对话解决各自合理关切。希望朝美相向而
行，中方愿同朝方及有关方一道努力，为维
护半岛和平稳定，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地区长
治久安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

金正恩表示，去年朝鲜半岛形势出现缓
和，中方为此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朝方高度赞赏并诚挚感谢。
朝方将继续坚持无核化立场，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为朝美领
导人第二次会晤取得国际社会欢迎的成果而努力。希望有关方重视并
积极回应朝方合理关切，共同推动半岛问题得到全面解决。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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