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王龙卿）随着
城市机动车数量的增加，机动车
环保检验工作对于规范机动车尾
气排放，保护环境具有重要意
义。为了规范机动车环保检验机
构经营行为，5月19日，市生态
环境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召
开我市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工作
会议。我市 35 家环检机构负责
人参加了会议。

据了解，我市共有 35 家环
检机构，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对辖
内机动车环保检测机构统一监督
管理，并强化环检机构的日常监
管，确保环检工作符合标准要
求，出具的检验报告真实有效。

会上，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
责人总结了我市环检机构监督考
核情况，对环检机构目前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通报。要求环检机构
进一步强化主体责任，切实加强
自身管理，完善各项管理措施，
提高检测质量和服务水平。

下一步，市生态环境局将加
大行业监管力度，增加环检机构
监督检查频次，对伪造排放检验
结果或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等行
为，依法进行查处；强化监管责
任追究，对全市机动车环保检测
机构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抽查，建
立“黑名单”制度，对查出的问
题，依法严肃处理，对监管不力
甚至纵容检测机构提供不实检测
数据等行为，按有关规定严肃追
责。同时，市场监督、公安、生
态环境等多部门将联合开展专项
执法行动，针对机动车检验过程
中发现的违法行为，严厉查处，
直至取消检验资格。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规范环检机构的质量控
制和管理，逐步打造我市机动车
检测行业的优秀服务品牌。

我市召开环检机构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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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贾定兴 实习
生魏思齐）昨日，全省基层党建
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在我市召
开，会议认真落实中组部基层党
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精神，对
全省今年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
进行部署。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
忠梅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
委、组织部长路红卫出席会议并
致辞，省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毕正
义，省委组织部二级巡视员、组织
员郭跃丽参加会议。

王忠梅强调，要围绕落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
抓实党员教育，深入推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
地生根。要深入实施乡村组织振
兴战略，建强乡村两级党组织战
斗堡垒。要树立城市基层党建新

理念，全面深化城市基层党建系
统整体建设，提升党建引领城市
治理水平，推动非公企业、社会
组织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切实把
党的领导贯彻到位、把党的建设
落到实处。要围绕推动全面进步
全面过硬，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切
实推动全省基层党建工作进一步
提质量、上水平。

路红卫表示，我市将以此次
推进会为契机，虚心学习兄弟城
市经验，推动我市基层党建工作
再上新台阶。

会前，王忠梅一行还到山阳
区、中站区、温县调研观摩，实地察
看我市城市社区党建、非公企业党
建、农村党建等工作情况，对我市
基层党建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全省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
推进会在我市召开

本报讯（记者孙军） 5月18
日上午，市委宣传部召开部长议
事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宫松
奇对贯彻落实市两会精神作出具
体部署。

会上，宫松奇传达了市委书
记王小平在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
议开幕会、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
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和市长徐衣显
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精神。

宫松奇要求，深入学习市两
会精神，要努力在学深悟透上下
功夫，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准确把
握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重要举
措，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市两会的
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定理想信
念，增强信心决心。要把学习宣

传贯彻落实市两会精神作为当前
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迅速在全
市上下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要围绕重点工作，紧扣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和决胜全面小康、决
战脱贫攻坚这条主线，坚定发展
信心，凝聚奋进力量，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决战脱贫攻坚助
力加油。要进一步做好文明创建
工作，持续提升创建水平，以高质
量创建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重要讲
话精神，抓好我市黄河文化、太极
拳文化研究。要充分发挥宣传工
作的促进、带动、牵引作用，讲好
焦作故事，展示好焦作良好形象。

市委宣传部部署贯彻落实市两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姚广强） 5月
20 日上午，市落实省委“三
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整改暨污
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动员会在
市会议中心召开，对省委“三散”
污染治理专项督察问题整改和国
家 2019 年度污染防治攻坚战成
效自查备考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市领导李民生、乔学达、孙起鹏、
孔祥群出席会议。

会议通报了我市落实省委
“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问题
整改暨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
有关情况，各县（市）区政府主
要负责人向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李民生递交了“三散”污染治
理专项督察整改任务清单。

李民生要求，一要认清重大
意义，提升政治站位。各级各部
门要将省委“三散”督察交办问
题整改作为一场政治大考，高质
量地完成省委“三散”污染治理
专项督察交办的各项整改任务，
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向市委、
市政府和全市人民交上合格答
卷。二要采取强力措施，狠抓问
题整改。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结果导向，铁心布置、铁面
检查、铁腕执法，确保督察发现
的问题全部整改到位。三要加强
组织领导，全面自查备考。各级
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
作落实，扎实做好迎考各项工
作。

市落实省委“三散”污染治理专项督察整改
暨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动员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李新和） 5月
19 日至 20 日，省纪委常委刘建
国一行莅临我市，就惩腐打伞

“百日冲刺”行动、脱贫攻坚、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进行
调研。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牛书军陪同并汇报了
我市纪检监察工作情况。

刘建国一行先后到博爱县就
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民生保障
等项工作进行调研，与博爱县委
和县纪委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
听取了落实“两个责任”等方面
情况汇报。

刘建国强调，要坚守政治机
关定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

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决策部署上
来，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做
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
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要围绕
跟进监督、精准监督、全程监督，
做到监督不缺位，扎实推进各项
工作深入开展。要在强化日常监
督的同时，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
质量发展，统筹好抓安全和推动
业务工作开展的关系，把巡察等
日常监督挺在前面。要加强队伍
建设，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业务上
的带头人、作风上的老实人，建设
一支业务素质过硬、作风过硬的
干部队伍，以高质量的纪检监察
工作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省纪委领导莅焦调研纪检监察工作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2020年中
国“两会时间”21日正式开启。特殊时
期召开的中国两会备受世界瞩目。国际
社会关注的两会“关键词”有哪些？

关键词一 经济运行

新冠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
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世
界经济将萎缩3%，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
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国际社
会密切关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
国在两会期间将释放出怎样的经济政策
信号。

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调查与鉴定研
究所“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发展”课题
主任谢尔盖·齐普拉科夫密切关注中国
如何促进经济恢复，包括推行什么样的
金融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规划、
对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以及在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的投资等。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皮埃尔·皮
卡尔认为，中国经济复苏正在全面加
速，有助于提振全球经济，为全球投资
者和消费者带来信心。“世界比以往任何
时候更关注中国两会和中国的经济成

就。”

关键词二 全面小康

今年是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国际社会普遍
关心，在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下，中国
如何确保实现目标，在人类减贫和发展
史上写下新篇章。

德国柏林普鲁士协会名誉主席福尔
克尔·恰普克说，中国在控制新冠疫情
方面作出了很好的危机响应，两会将擘
画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政治经济政策，
中国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并未受到疫情影响，相信疫情只是中
国强劲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插曲。

墨西哥通讯社社长圣胡安娜·马丁
内斯表示，墨西哥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
家，中国发展和减贫经验可供墨西哥借
鉴。因此，对于今年两会，墨通社十分
关注中国脱贫工作、农村发展等话题。

关键词三 公共卫生

新冠疫情是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
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国如何完善

自身公共卫生体系、如何为全球公共卫
生治理作贡献，也是国际社会关心的两
会议题。

欧洲研究国际中心欧洲－中国项目
负责人、希腊学者乔治·措戈普洛斯关
注中国两会对公共卫生议题的探讨，包
括提高危机预警能力、加强生物和医药
研究、防止疫情卷土重来等。

埃及埃中商会秘书长迪亚·赫尔米
说，期待两会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
下加强经贸和公共卫生领域合作相关议
题。“中国在防控疫情方面取得了非常独
特的经验，这让加强‘一带一路’框架
下卫生健康合作显得尤其重要。”

关键词四 国际合作

疫情冲击下，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
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加强国际宏观经济
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畅通，有助于尽快恢复世界经济，符合
国际社会共同意愿。

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金珍
镐说，期待在今年两会看到中国围绕进
一步扩大开放、加深与世界经济联系、
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稳定世界产业链等

方面出台新的政策措施。
英国杜伦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

院长郭杰说，中国的复工复产维护了
全 球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稳 定 。 后 疫 情 时
代，全球化依然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基
础。两会将出台哪些相关政策措施值
得关注。

关键词五 对外关系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疫
情“黑天鹅”，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备受瞩
目。

《墨西哥日报》、阿根廷 《号角报》
等拉美地区媒体人士表示，中国和美国
是世界大国，中美关系走向对全球有着
深远影响，对毗邻美国的拉美地区更是
如此。他们非常关注两会上关于中美关
系的话题。

埃及贝尼苏韦夫大学政治学教授纳
迪娅·希勒米认为，中国将通过两会在
对外关系方面释放积极信号，包括打造
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关系，为国际社会
消除贫困、防控疾病和实现发展作出贡
献，致力于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
序等。

2020，世界关注的中国两会“关键词”

（上接第一版②）顶住压力、抢抓机
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为我
们夺取“双胜利”的信心注入源源不
断的活力。

焦作发展背后的能量，既见力度
更见深度。坚定信心，我们要勇于造
势。近年来，焦作发展日新月异，主
要经济指标增幅均居全省前列。今年

年初以来，受疫情影响，在全国、全
省经济普遍下滑的背景下，我市一季
度主要经济指标增幅仍居全省前列，
经济恢复的阶段性成果持续扩大。既
有基本面作为压舱石，又有各种积极
因素叠加助力，我们要牢牢抓住用好
这些优势，乘势而上，逆风前行，拼
出一片新天地，为我们夺取“双胜

利”的信心造就更强的根基。
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

惊。信心，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精
神力量。各备愚公之愿，即可移山；
共怀精卫之心，不难填海。坚定信
心，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双胜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我们必将取得更大成绩！

⬆5月21日，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开幕。全体与会人
员默哀1分钟，向新冠肺炎
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表
示深切哀悼。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上接第一版①）有序有效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
设，深入做好凝聚共识工作，强化委员责任担当，把
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

全国政协副主席郑建邦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以
来的提案工作情况。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
和各专门委员会提交二次会议提案 5488 件，经审
查，立案4089件，交175家承办单位办理，均已按时
办结。常委会持续推动提高提案工作质量，加强工作
制度体系建设，通过开展提案办理协商发挥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推动新时代人民政协提案工作在坚持中发
展，在巩固中完善。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有：丁薛祥、王晨、
刘鹤、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杨洁
篪、杨晓渡、张又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
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尤权、曹建明、张春
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
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
峰、武维华、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
周强、张军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应邀列席开幕会。外国驻华使节等应邀参加开
幕会。

（上接第一版③）起劲地向游客叫卖起
小底村的“初恋樱桃”：“果儿大、色
泽鲜亮、口感甘甜。”

“今年俺村的樱桃销售没有受到
疫情的影响，由于近 20 年的种植，
村民们的种植经验更加丰富，通过科
学管理，樱桃质量显著提高，尽管没
有往年那么多外地游客，但通过电商
平台，销售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有所
提升，村民每0.067公顷樱桃，收入
从1.5万元提高到了2万元。”吴崇波
说。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博爱县第十

三届樱桃节除了小底村外，还设立了
3 个分会场，分别是寨豁乡方山村、
探花庄村、江岭村。

方山村党支部书记张小电向记
者介绍，方山村目前种植的13.33公
顷樱桃已进入盛果期，通过丹河水
与深井水种植的樱桃更加甘甜可
口，“四好农村路”也将通过该村，
届时欢迎广大游客前来采摘品尝樱
桃。

近年来，博爱县围绕全域旅游、
民俗小镇、旅游新业态等板块，探索

“旅游+”创新发展格局，将农业转

型升级、乡村休闲旅游和脱贫攻坚有
机结合，将全域旅游作为带动经济转
型发展的支撑和核心产业，走出了一
条独具博爱特色的绿色生态致富路。
被誉为林果之乡的寨豁乡，全乡特色
林果种植面积达 1400 公顷。其中，
樱桃种植面积233.33公顷，盛果期樱
桃销售收入每 0.067 公顷突破 3 万
元。寨豁乡全年特色林果种植实现销
售收入 8000 万元，叫响了“初恋樱
桃”“太行冬桃”等特色林果品牌，
带动35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了脱
贫致富。

⬆5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开幕。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步入会
场。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5月2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
发布厅举行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一
场“委员通道”采访活动。这是全国政协
委员通过网络视频方式接受媒体采访。

新华社记者 李 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