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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中共中
央、国务院9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
人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
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李克强代表
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张高丽
主持大会。

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开始。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首先
向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院士
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研究员颁发
奖励证书，并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
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向全体获奖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
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
问候，向参与和支持中国科技事业的外
国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指出，刚刚过去的一年，面
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科技战
线大事喜事多，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重大科技成果涌现，科技创新成果加速
转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兴起，中
华大地在创新中展现出勃勃生机与活
力。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孕育兴起，我国经济结构深度调
整、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进入新阶段，必
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
的核心位置，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培育壮大新动
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经济保持

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李克强说，要全面提高科技创新能

力，筑牢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石。瞄准
前沿、紧扣需求、前瞻部署，推进国家科
技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和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建立
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鼓励科研人员潜
心研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

导向的技术创新机制，利用互联网等新
平台新模式，集聚优化创新要素，提高
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效率。

李克强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深入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赋予
科研院所和高校更大的科研自主权，赋
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
权。（下转第二版）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举行
习近平出席大会并为最高奖获得者等颁奖

□本报记者 刘红涛

粮食产量连续 6年超 1100 亿斤，
优质小麦面积 400多万亩，强筋小麦、
弱筋小麦、富硒小麦产量不断增大，食
用菌、果蔬、肉蛋奶等农副产品丰富百
姓餐桌。

2016年，我省积极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调优、调顺农业结构，优
质绿色农产品供给不断加大，“中原粮
仓”正蝶变为“绿色厨房”。

围绕市场调整供给

2013 年，常年从事餐饮行业的李
军在郑州市大学路上和朋友开了个面
包房。面包师傅告诉他，做面包需要的
面粉，属于强筋小麦，大部分得进口。

“每次必须去专门的地方买专用面
粉，价钱还很高。”李军说。近两年，我
省的强筋面粉逐渐占领市场。

2016年，我省积极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围绕市场调整农业结
构，探索解决田间地头与百姓餐桌的

“错配”问题。积极发展优质小麦，已形

成以豫北、豫南为主的强筋、弱筋小麦基
地。园艺业、水产业、食用菌、设施农业
等高效农业平稳发展，在省内大中城市
周围形成了地方名优特色蔬菜基地。扩
大青贮玉米和优质牧草种植，青贮玉米
面积由之前130万亩发展到200万亩，
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

近几年，我省农产品加工业保持了
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总量规模快速扩
大，发展动力持续强劲，空间布局更趋
合理。截至“十二五”末，全省规模以上
农产品加工企业 7315家，实现营业收
入2万多亿元，利润总额1700多亿元。

当前全国市场上，每10箱方便面，
有3箱是河南造；每10根火腿肠中，有
5根出自河南双汇；每10个速冻汤圆，
有 6个出自郑州三全；麦当劳、肯德基
在中国的主要半成品原料中，90%产自
河南；永达食品4次随神舟飞船升上太
空，成为航天员食品。河南，正在成为
中国百姓离不开的“厨房”。

目标瞄准优质绿色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深入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省政府发展
研究中心农村处副处长朱攀峰认为，深
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
更加重视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把
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的供给放在一个
更加突出的位置。”

如何保证农产品优质绿色，我省正
在探路前行。在2016年现代青年农场
主培养计划第一期培训班里，来自巩义
的孙学朋请大家品尝他种植的红香酥
梨。“个大核小玫瑰红，脆甜多汁满口
香”，他的梨被学员交口称赞。

孙学朋的农场位于丘陵地带，经过
多年摸索，种植过程中，他主动减梨树
数量，扩大间距，（下转第三版）

“三农”稳，天下安。近日召

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

始终重视“三农”工作，持续强化

重农强农信号。

当前中央多项“三农”新举

措陆续出台，广大农村正进入深

刻变革的新时期。河南是农业

大省，长期把“三农”工作作为重

中之重，取得了突出成效。在决

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的

新征程中，“三农”工作依旧举足

轻重。

在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即将

召开之际，为展示我省“三农”工

作的新成就、新探索，今起本报

联合省委农办，推出《中原出彩

看“三农”》系列报道。③5 中原出彩看“三农”

“中原粮仓”蝶变“绿色厨房”

1 月 9 日，
2016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
大 会 隆 重 举
行。习近平向
获 得 2016 年
度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的中
国科学院物理
研究所赵忠贤
院士（右）和中
国中医科学院
屠呦呦研究员
（左）颁奖。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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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司明凯

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荣获全
省检察业务工作先进单位、全省检察
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2015年，被最高检表彰为“全国科技
强检示范院”；2016年，荣获全国检察
机关基层检察院建设组织奖；继续保
持“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近年来，安阳市检察院喜讯连连，
捷报频传。市主要领导也多次对检察
工作作出批示，给予充分肯定。成绩
取得的秘诀来自哪里？记者采访发
现，安阳市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认真履行法律监督
职责，加强队伍建设，不断规范司法行
为，积极稳妥推进检察改革，各项检察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就是我们检
察工作的着力点。”安阳市检察院检察
长常凤琳说，服务大局、保障民生是检
察机关时刻牢记的职责使命。全市检
察干警将继续齐心协力，把服务大局

保障民生的鼓点奏得更加铿锵有力。

着眼民生 服务发展大局
2016年，安阳市检察机关立案查

处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18件18人，
查办环保领域职务犯罪9件9人，积极
开展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立案专项
活动，批准逮捕24人……

这组数据，体现了安阳市检察机
关服务保障国有企业改革、脱贫攻坚、
大气污染防治三项重点工作的责任担
当，展示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保障
民生取得的新成绩。

安阳市检察院紧紧围绕市委市政
府重大决策部署，专门成立服务三项
重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意见和
文件，确保三项重点工作落到实处。
各基层检察院也充分发挥检察职能，

结合辖区实际，制定服务当地经济发
展的意见，自觉做豫北区域性中心强
市的建设者、捍卫者。

从安阳钢铁集团公司到产业集聚
区，从上门走访征求企业意见到邀请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上门咨询，安阳市
检察院做到企业建到哪里法律服务就
延伸到哪里，司法保障就跟进到哪里。

“谁让老百姓过得不舒服，谁就别
想舒服。”常凤琳说，每次召开的党组
中心组会议都会强调，脱贫攻坚、大气
污染防治是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
情，必须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围绕民生民利组织专项查案活
动，安阳市检察机关突出查办了一批
侵害民生民利的渎职犯罪案件，解决
了不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

创新机制 维护公平正义
前不久,一场小雪淅淅沥沥洒落

在安阳大地，赵军民老人的厨房里飘
出了浓郁的香味。对于他来说,这顿
饭是几年来吃得最香的一次。

5年前，由于老伴发生车祸后赔偿
不到位,赵军民走上上访维权的道路。
几年来多方转折,终于在安阳市检察院
检察官的监督下,领到剩余的赔偿款。

“为民维权，是为了弘扬法治精
神；严惩犯罪，是为了实现公平正义。”
常凤琳斩钉截铁地说。

近年来，安阳市检察院积极创新
破解难题，提高工作效率。“两法衔接”
信息平台在全省率先实现省市县三级
联网。对于涉检信访案件，安阳市检
察机关落实诉访分离，坚持首办责任

制、检察长接访、领导包案等制度，并
开通网上信访接待，畅通群众诉求表
达渠道。积极探索开展律师参与化解
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维护当事
人合法权益。

安阳市检察院还加大司法救助力
度，对21名生活确有困难的刑事当事
人或其近亲属提供司法救助，让他们
感受到了司法温暖，促进了社会和谐。

惩防并举 筑起“检察屏障”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

毫末必去。
2016年 1至 11月，安阳市检察机

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 146 件
164 人，百万元以上大案 28 件，要案
19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 49件
65人，重特大案件比例75.5%，要案 2

人。先后查办了了国台办原副主任龚
某某、省委政法委原副书记徐某某等
职务犯罪案件。

2016年 6月 16日，安阳市检察院
顺利出庭支持公诉全国人大环境与资
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受
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中纪委、
最高人民检察院、省检察院有关领导
对该案的办理给予了充分肯定。

但惩处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要
防范于未然。安阳市检察院坚持惩防
并举，受贿行贿一起查，惩治预防一起
抓。坚持结合办案开展职务犯罪预防
工作，做到案件查办到哪里，预防工作
就跟进到哪里；办案中发现什么问题，
就研究和预防什么问题。

“安阳检察机关将以司法体制改
革为契机，不断提升服务改革、促进发
展、维护稳定的能力，为决胜全面小
康，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安阳提
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常凤琳说。

河南检察工作亮点巡礼

安阳检察：唱响服务大局保障民生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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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国家科技奖我省创佳绩
03│要闻

汇集侨智 凝聚侨心
——全省侨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助力中原崛起工作综述

04│要闻

兰考县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
推进会召开 02│要闻

导读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认真开好民主生活会 09│天下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省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1月
9日在郑州召开，审议通过省十二
届人大七次会议有关议案。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主持
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春良、刘满仓、王保存、段喜中和
秘书长张启生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十届二次
全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经
表决，会议通过了省十二届人大七
次会议建议议程、省十二届人大七
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建议名单，
决定将建议议程和建议名单提请省
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预备会议进行
表决；通过了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
议列席人员、邀请人员名单，关于省
十二届人大代表出缺和补选情况的
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原则通过了河
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稿。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
厅厅长许甘露，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成员赵建才，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张
广智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辞去省人
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经表决，
会议决定接受他们的辞呈。

鉴于年龄原因或工作岗位变动，
会议通过了关于接受陈铁平、詹玉
荣、陈砚秋、李新华、李民庆同志辞去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
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职
务的决定，关于接受陈铁平、詹玉荣、
李新华、李民庆同志辞去河南省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职务的决定，将上述人员辞职的决定
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有关拟任命同志作了任职前发
言，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
7名新任命同志进行宪法宣誓。会议向新任命的省人民政府秘书长朱焕
然、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刘伟、省农业厅厅长宋虎振颁发了任命书。

会议还书面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批准2015年省级财
政决算的决议和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中医条例》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
关于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保护法三级联动执法检查工作报告和审议意见落实
情况的报告。

谢伏瞻就会议议题作了讲话，强调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以强烈的政
治责任感，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工作，与全体代表一道，共同完成省十二届人
大七次会议各项任务。

副省长王艳玲和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蔡
宁列席会议。③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