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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2月10日电（记
者李鹏）近日，河南省出台25条
财政支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将
新年首份财政专项“红包”投向
生态环保领域。

经济结构绿色转型提质方
面，河南省将利用中央3年120亿
元试点资金，同步推进北方地区
冬季清洁取暖“热源侧”和“用
户侧”改造；推动先进制造业发

展，省级财政将对新增投资额
1000 万元以上的重大节能、节
水、清洁生产和基础工艺绿色化
改造示范项目给予最高1000万元
的补助，对超低能耗建筑项目和
装配式建筑项目按面积分别给予
最高500万元和300万元奖补；同
等条件下，鼓励优先采购节能产
品政府采购清单和环境标志产品
政府采购清单内的产品。

生态功能修复与提升方面，
除建立生态保护横向补偿机制
外，河南省将投入25亿元中央和
省级财政资金实施一批山水林田
湖草一体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并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
支付力度，重点向南水北调水源
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沿
线和贫困县倾斜，帮助提高其财
政保障能力。

财政与绿色金融联动方面，
河南鼓励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
用，吸引社会多元化投资，支持
有一定收益的生态环保项目和乡
村振兴战略项目，合理扩大政府
专项债券使用范围；支持地方设
立绿色发展基金，鼓励金融机构
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对盘活清洁
能源、污染治理等领域存量资产
的绿色证券化产品，省级财政将

安排资金给予补助。
此外，河南省还将推广政府

购买环境保护服务，鼓励将属于
政府职责范围且适合社会力量承
担的城市道路除尘、农村污水垃
圾收集处理、环境质量监测及站
点运行维护等环保服务事项纳入
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设立
举报奖励基金，鼓励人人参与生
态环境保护。

河南新年首份财政“红包”投向生态环保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樊曦、
齐中熙）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10
日，春节长假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
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252万人次，
同比增长3.3%，创今年春运以来单日客流
最高峰。

2月9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111.4万
人次，同比增加 42.4 万人次，增长 4.0%。
其中，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
75.6 万人次，同比增加 3 万人次，增长
4.1%；上海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 179.9 万
人次，同比增加 13.9 万人次，增长 8.4%；
南昌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87.5万人次，同
比增加1.3万人次，增长1.6%。

针对雨雪天气影响，各地铁路部门迅
速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各种措施，努力确
保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和广大旅客安全、有
序出行。上海局集团公司阜阳火车站在站
前广场搭建3000平方米的临时候车棚和风
雨廊，合肥、合肥南火车站利用广播、显
示屏等不间断播放列车到发信息和雨雪天
气注意事项；成都局集团公司在各客运大
站廊道、天桥、楼梯、站台等人流密集通道，

铺盖防滑草垫，安排专人加强积雪清扫和
安全引导，防止旅客滑倒；南昌局集团公司
加强各大车站候车室供暖，保证开水供
应。

铁路部门提示，节后返程客流高峰已
经到来，已通过互联网、电话成功预订车

票尚未取票的旅客，请尽量提前取票；乘车
时请携带车票及与票面信息一致的有效身
份证件，核对好乘车时间、车站、车次等信
息，预留充足时间取票、安检、验票、换乘，
以免耽误行程。

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在唐朝历史上，唐文宗李昂是一个比较简朴
的皇帝，在位时革除奢靡之弊、倡导节俭之风。
即位之初，他下诏释放宫女、解放鹰犬、节省冗
食、取消皇室在国家仓库之外别贮钱谷以及停止
在正常上贡之外的一切摊派、勒索，大开廉俭新
风。在处理政事以外的闲暇，他读书观史，对于
女色、音乐、舞蹈、畋猎等先代帝王痴迷的事情
从来不曾留意。一次在别殿召见百官，唐文宗举
起自己穿过的衣服说：“我这件衣服已洗过三次
了。”百官纷纷称誉文宗节俭的美德，作为君王
能够做到御服三浣，成为一段佳话。明朝开国皇
帝朱元璋之所以能在其故乡凤阳留下“皇帝请
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小葱豆
腐，意义深长，一清二白，贪官心慌”的歌谣，
源于其生活简朴并率先垂范。勤奋是国家的财富
之源，只有经过不懈的努力才能不断地为国家创
造出殷实和富足；节俭会增强勤奋的动力，善于
节俭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光明前途的民族。再说

“败”。秦始皇即位不久，便开始派人设计建造

秦始皇陵。在统一六国后，他立即修建豪华的阿
房宫，用工人数最多时为 72 万人。秦始皇还没
有统一六国前，就已有不少宫殿，而在统一六国
期间，更是大兴土木，每灭一国，便将该国的
宫殿建筑在咸阳附近仿造一遍，整个关中地
区，全部都是宫殿群。当时，被榨干血汗的老
百姓，诅咒暴君秦始皇不得好死：“秦始皇，夺
俺粮，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喝吾浆，食
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
灭亡。”（《太平御览》 卷八六） 晋武帝司马炎
统一全国后，自认为功劳巨大，因此志满意得、
花天酒地，完全沉湎在荒淫生活里。在他带头提
倡下，朝廷里的大臣把摆阔气当作体面的事。
他手下的大小官员们更是吃喝玩乐、无所顾
忌。东晋的士族，利用出身和名望，只知享乐
不知劳动，成为历史上著名的食利阶层。当
时，有个白痴皇帝晋惠帝，大臣向他汇报百姓
没有饭吃时，他竟然说，胡不食肉糜？留下了
千古骂名。再举一个例子，开创封建社会盛世

“开元之治”的唐玄宗，初期励精图治，力戒奢
靡，使唐王朝出现一片繁盛景象。成功面前，统
治阶层开始贪图享乐、沉溺酒色，“红尘一骑妃
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直接导致唐王朝由盛
而衰直至灭亡。回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些强
盛的王朝，在全盛时期后便走向衰落，其中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是王朝兴盛之时，奢靡之风渐
起，最后走向败落。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前
车之覆，后车之鉴。现阶段，我国人民生活水平
还不算富裕，小康社会的目标仍没有完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需要几代甚至十几
代人的艰苦奋斗。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提出“两个
务必”，把开国建都比喻成进京“赶考”，告诫
全党不要发生“霸王别姬”的悲剧。党的历代领
导人都力倡节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
出台八项规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
强调，勤俭是我们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

丢，多次引用“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
由奢。”这两句诗，要求我们一定要牢记“奢靡
之始，危亡之渐”的古训。回顾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伴随着共和国
的日益强大，尽管党的建设一丝也没有放松，
但铺张浪费、生活奢华、骄奢淫逸、腐化堕落
等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存在：耗资几亿元修建豪
华办公楼的有之，花费几千万元造节办会、劳民
伤财的有之，住豪宅、开豪车、穿名牌、贪慕虚
荣的有之，出入高档会馆、赌场挥金如土、流连
异国风情、醉生梦死的有之……奢靡之风，可谓
党之大害、国之大害、民之大害。奢靡问题是社
会顽疾，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短期内还难
以彻底根除。因此，我们要增强对国与家的忧患
意识，以更加科学的发展理念、更加有力的工
作措施，发扬钉钉子精神，驰而不息，久久为
功，积小胜为大胜，把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
到实处，答好执政“赶考题”，跳出历史周期
律。（36）

新华社北京 2 月 9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
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于 2 月 14
日至 15 日在北京，与美国贸
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

姆努钦举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
级别磋商。双方将在不久前华
盛顿磋商基础上，就共同关注
的问题进一步深入讨论。美
方工作团队于 2 月 11 日提前
抵京。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将在北京举行

新华社南极中山站2月9
日电（记者刘诗平）“雪龙号”
极地考察破冰船 9 日抵达南极
中山站，并于当天开始用船载
直升机“雪鹰12”向中山站吊
运燃油。

1 月 29 日，“雪龙号”搭
载中国第 35 次南极科考队部
分 队 员 从 长 城 站 航 向 中 山

站。
按计划，“雪龙号”将在

中山站附近停留 6 天，进行中
山站燃油补给，并将本次科考
取得的相关样品等运至船上。
之后，搭载中山站、昆仑站和
泰山站的度夏队员将于 2 月 15
日启程返回中国，预计 3 月 10
日左右回到上海。

“雪龙号”抵达南极中山站

2月9日，在北京市怀柔区
雁栖镇范各庄村举办的“五福
饺子宴”活动上，人们展示包
好的饺子。

当日是农历正月初五，俗
称“破五”，民间有吃饺子的习
俗，热气腾腾的饺子寄托了人
们美好的期盼。（新华社发）

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9 日
电 美 国 总 统 特 朗 普 8 日 表
示，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将
于本月27日至28日在越南首都
河内举行。

特朗普当天在推特上宣
布这一消息。他表示期待与

朝 鲜 最 高 领 导 人 金 正 恩 见
面，促进和平事业，并称朝
鲜在金正恩领导下将成为经
济强国。他还说，美国朝鲜
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
此前在平壤与朝鲜方面的会
谈“非常具有建设性”。

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将在河内举行

新华社首尔 2月 10 日电
（记者陆睿） 韩国和美国代表
10日在首尔草签第10份《防卫
费分担特别协定》。根据协定，
2019年韩国承担驻韩美军防卫
费 1.0389 万亿韩元 （约合 9.24
亿美元）。

当天，韩国外交部韩美防
卫费分担谈判代表张元三和美
方谈判代表蒂莫西·贝茨在韩
国外交部大楼签署协定。协定
需获韩国国会批准后正式生
效。

根据韩国外交部发布的消
息，韩美双方通过10次正式会
议和多个外交渠道进行紧密磋
商，最终就协定达成一致。协
定有效期为 1 年，在就下一份
协定未达成一致时，韩美双方
可协商决定是否将现有协定延
期。

韩国外交部表示，美方要

求韩方根据韩国地位和经济能
力大幅增加防卫费分担金额。
但韩国政府综合考虑驻韩美军
对半岛防卫贡献、韩方财政负
担能力及半岛安保状况，最终
将今年韩方防卫费分担预算增
长率确定为8.2%。韩国外交部
强调，美方明确表示不考虑在
驻韩美军规模上作出任何改变。

韩美两国自去年 3 月起就
第 10 份 《防卫费分担特别协
定》展开谈判，但因在分担金
额等方面存在分歧，一直未能
达成一致。美方要求韩方每年
承担至少10亿美元费用，并将
协定有效期从此前的 5 年缩短
至1年。

目前，驻韩美军有将近2.9
万人。韩美两国1991年首次签
订 《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
2014 年签订的第 9 份协定已于
去年12月31日到期。

韩美草签第10份
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

“破五”吃饺子

中国农历新
年之际，异彩纷
呈的庆祝活动在
许多国家展开，
各国民众和华侨
华人共同体验中
国春节文化、共
享节日快乐。

2 月 5 日 ，
在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洛杉矶附近
的西来寺，人们
在 观 看 舞 狮 表
演。
（均为新华社

发）

2月6日，在德国柏林的波茨坦广场
购物中心内，一名行人经过购物中心内的
中国农历春节特色装饰。

2 月 9 日，英国伦敦约克公
爵广场举行中国农历春节庆祝活
动。图为一名装扮成“小猪佩
奇”的演员与小朋友合影。

2月4日，巴西里约州议会今年
首次举行庆祝中国春节活动。图为
演员在里约议会大厦外表演舞龙。

2月10日，旅客在重庆北站站台有序上下车。 （新华社发）

▲

国内时讯

▲

国际时讯

（上接第一版①）当听到该公司的风
神轮胎配套产品每吨仅运费就比其他
同类企业节省 100 元时，徐衣显说，
这就是综合竞争优势，要大力发展园
区经济、循环经济，提升产业链条，
降低综合成本，增强企业活力。特别
是要抢抓市场机遇，趁势快上新的高
端产品生产线，尽快实现做大做强。

开元化工今年打算盘活三氯氢
硅、环氧氯丙烷、环氧树脂生产装
置，年可增加销售收入约 10 亿元。
徐衣显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全力以赴
搞好服务，确保企业闲置生产装置早
复产、早见效。

在听取北部生态产业新城建设进
展情况汇报后，徐衣显要求，要结合
棚户区改造、黑臭水体治理、老城区
企业搬迁、特色小镇建设等，找准实
施片区开发的启动点和突破口，通过
老城带新城开发建设模式，打造中站
未来新地标，带动城市转型发展、高
质量发展。

调研中，徐衣显强调，一要确保
开门红。工业企业要担负主体责任，
抢市场、赶进度、抓生产，确保首季
开门红，实现全市经济高开稳走。二
要常抓安全生产。安全生产无小事，
节假日更不是淡季，必须警钟长鸣、
常抓不懈，确保万无一失。三要强化
环境治理。环境治理永远在路上，必
须更新理念、增加投入，加快实现由

“治”到“建”，变环保倒逼为主动作
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
发展。四要加快项目建设。优质项目
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要积极谋划建
设大项目、好项目，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添动力、增后劲。

徐衣显还到鑫诚集团等处检查了
生产经营、安全生产、环境治理等情
况。

（上接第一版②） 返回镇政府
时，记者乘坐一位名叫李风斌的老板
的轿车。聊天中，他说，他在莫桑比
克做胶合板生意，那里的条件不如家
乡好。坐在记者旁边的一位老板插话
说，他的公司也在非洲，在阿尔及利
亚。两人话语投机，相互留手机号
码、递名片，相约找机会合作，回家
乡发展。

10 时 30 分，大家开始在镇政府
座谈。冯会民致欢迎词后，大家一一
自我介绍，纷纷发言。闫振兴原是家
乡电子行业的“大哥大”，现在东莞
开了一家电子科技公司。他说：“今
天看到了家乡环境的变化，感受到父
老乡亲的诚意，为家乡发展出力是我
多年的梦想，今年我一定回乡。”室
内响起热烈的掌声。

记者发现，座谈会上，有兄弟二
人，有多年没见的老同学，还有原在一
个企业打工、现都在外地创业的老板。

为联络方便，更好地合作，会后
大家建起了西陶镇在外人员微信群。

“今天的恳谈会，目的是让能
人给镇里找出下一步发展的瓶颈，
再绘家乡发展蓝图。几天来，已有
多位在外能人和镇里的化工、造
纸、食品、‘四大怀药’支柱企业
签订了合作意向，为西陶镇快速健
康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西陶
镇镇长贾立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