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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

今日开幕
中国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

本报讯（记者 冯芸）10月26日，省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喻红秋会见了
来郑州参加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
发展大会的欧美同学会海归专家一行。

喻红秋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专家
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河
南省情。她说，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让中原更加出彩的殷殷
嘱托，不断推动改革创新，全省高质量
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新时代的河南
是发展的热土，新时代的河南求贤若
渴。举办这次大会，旨在和更多的人
才交朋友、结缘分、促合作。希望欧美
同学会立足联系广泛、人才荟萃的优
势，为河南吸引高层次人才发挥好桥
梁纽带作用。（下转第二版）

喻红秋会见欧美同学会海归专家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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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11月2日 距开幕还有距开幕还有 天天5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10 月 24
日，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邀请省
政府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政协委
员、专家学者、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
表等，为发展现代金融建言献策。省
政协主席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副
省长徐光、省政协副主席龚立群出席
会议。

省政府金融办副主任李拴成介
绍了我省金融业发展情况。孙新
雷、王新生、耿明斋、孟玲虎、张志、
张秀山、张宏明 7位同志作了发言。
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

支行、河南证监局负责同志与大家
进行了互动交流。徐光通报了有关
情况并表示，省政协就发展现代金
融进行专题协商，体现了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的工作站位和责任担当。
大家所提意见建议很中肯、很有价
值，省政府要认真梳理吸纳，进一步
做好金融工作，推进金融业健康稳
定发展，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的能力和水平。

会议指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
脉，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党中央
高度重视金融工作，（下转第二版）

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刘伟出席并讲话

为发展现代金融建言献策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刘勰）10月
26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届委员
会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在郑州召
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
《河南省机构改革方案》，表决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七
次全体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河南省
关于市县机构改革的总体意见》，对全
省深化机构改革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会议由省委常委会主持。
省委书记王国生代表省委常委会

作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就
河南省机构改革方案作说明。

省委常委喻红秋、孙守刚、赵素萍、
任正晓、李亚、黄强、孔昌生、马懿、
穆为民、江凌、胡永生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作出的
重大政治决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机构改革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要紧密联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宏伟目标，紧密联系新时代让中
原更加出彩的具体实践，深入学习领
会，统一思想认识，增强贯彻落实中央
决策部署的政治自觉和思想自觉。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构改革重
大意义的重要论述，从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来深刻理解，从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深刻理
解，从实现改革开放新突破来深刻理
解，增强推进机构改革的政治责任感，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展示河南的忠
诚、担当和作为。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机构改革总体要求的重要
论述，坚持重大原则，明确改革重点，
掌握正确方法，确保我省机构改革沿
着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指明的方向
前进。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
方机构改革的重要论述，持续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时的重
要讲话，把机构改革作为解决我省长
期积累的体制机制问题的难得契机，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突破口，用
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为新时代中原
更加出彩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会议指出，地方机构改革是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河南省机构改

革方案》，坚持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
穿始终，坚持机构职能与中央基本对
应，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
向，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坚持改革和法
治相互统一相互促进，是我省机构改
革的规划图、施工图，我们要坚决贯彻
执行。全省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落实

“两个维护”，严格遵循党中央关于机
构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要求部署，不折
不扣落实机构改革各项任务，努力构
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符
合河南特点的机构职能体系。

会议强调，要坚定落实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首要任务，建立
健全党委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
制，加强党委职能部门的统一归口协
调管理，从体制机制上对全面加强党
的领导作出制度安排，形成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确保党的
领导全覆盖，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
有力。扭住转变和优化职责这个关
键，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
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
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和公平性，（下转第二版）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届委员会
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河南省机构改革方案》，表决通过《中国共产党河南省
第十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决议》，审议通过《河南省关于市县机构改革的总体意见》

省委常委会主持会议 王国生讲话

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在郑州召开。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摄

省委、省政府举行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嘉宾餐叙会

诚邀英才 共话发展
陈润儿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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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习近平在视察南部战区时强调

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
坚决完成担负的使命任务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10月26日，
省委书记王国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戴均良在郑州会见出席中国·河南招才
引智创新发展大会的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法国国家药学科学
院外籍院士张勇民等19位海外院士。

王国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海外
院士一行来豫参加招才引智创新发展
大会表示欢迎，向中央统战部、欧美同
学会对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给予的
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河
南省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
河南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发祥
地，区位优越、交通便利，是中国经济
大省和人口大省，人力资源丰富，发展
潜力巨大。近年来，河南高度重视创
新和人才工作，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推动人才强省建设，不断提升
创新能力。当前，河南正处于发展关
键时期，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

发展、让中原更加出彩，迫切需要创
新、更加渴求人才。我们举办招才引
智创新发展大会目的在于吸引更多人
才来豫施展才华、创新创业。各位院
士是世界科技创新前沿的人才，希望
发挥各自优势和影响力，为我们集聚
更多人才、创新发展提供帮助和支持，
共享河南发展机遇。

张勇民代表海外院士对王国生
会见和受邀参加招才引智创新发展
大会表示感谢，对河南近年来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并对河
南创新发展的重点和方向提出了建
议。他表示，海外院士和专家不远万
里来到河南，愿意为河南发展、中国
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穆为民，欧美
同学会党组书记、秘书长王丕君等参
加会见。③9

王国生戴均良会见出席招才引智
创新发展大会海外院士

本报讯(记者 屈芳）中国·河南
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大幕开启，10
月 26 日晚，省委、省政府举行餐叙
会，邀请部分两院院士、海外院士、高
校校长等参会嘉宾齐聚一堂，感谢支
持、共话发展。

省长陈润儿出席餐叙会，对大家
的到来表示欢迎，诚邀大家对河南发
展建言献策、“助力加油”。

新华社原副社长周锡生、中国社
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等参加餐
叙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致
辞。他说，河南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
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悠久，文化灿
烂，区位优越，产业完备，人力资源丰
富，市场潜力巨大。习近平总书记在
视察指导河南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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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总书记殷切嘱托，让中原更加出
彩，归根到底要靠人才。

黄强说，举办招才引智创新发展
大会，就是要搭建展示河南形象、集聚
高端人才、深化合作发展的平台。在
座嘉宾都是所在行业的领军人才、技
术精英，诚挚欢迎大家与我们共商合
作、共谋发展，河南将以此为契机，推动
招才引智工作常态化，努力为各类人
才施展才华、成就梦想营造优良环境。

部分参加大会的“长江学者”“国
家杰青”等专家学者也出席了当晚餐
叙会。

据悉，大会将围绕“三区一群”战
略规划，推出一系列招才引智专场活
动，还将举行海外院士河南行、两院
院士河南行等活动。③4

□本报评论员

省委十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论述，

坚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机构改

革这一重大政治任务落实好、完成好。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政治决策。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总要求，这次机构改革，就是要从机构

职能上解决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问题，解决党长

期执政条件下党政军群的机构职能体系问题，为有效发挥

党的领导提供完善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坚实的组织基础

和有效的工作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

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

必须对机构职能进行调整完善，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

范、运行高效的机构职能体系。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新阶

段，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更加突出，机构改革具有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牵住机构改革这个牛鼻子，就

能推动各领域改革持续深化。我们要深入学习，提升站位，切

实增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自觉和思想自觉。

深刻领会机构改革的重大意义，增强推进机构改革

的政治责任感。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改革开放新突破来深

刻理解，增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把深化机构改革作为检验党性原则、“四个意识”、“两个

维护”强不强、牢不牢、好不好的重要试金石，统一思想认

识，强化政治担当，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坚决落实中央要求，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搞

变通，以实际行动展现河南的忠诚、担当和作为，向党中

央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深刻领会机构改革的总体要求，牢牢把握机构改革的

正确方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优化协同

高效、以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等重大原则，明确从体制机制

上对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作出制度安排、进一步理清党政关

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充分发挥中央和地

方两个积极性、构建适应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等改革重点，掌握统筹兼

顾、以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等正确方法，准确把握核心要义

和精神实质，具体落实到研究谋划、方案制定、组织实施的

全过程，确保我省机构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机构改革的重要论

述，增强推进机构改革、实现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紧迫

感使命感。机构改革为解决我省长期积累的一些体制机

制问题提供了难得契机，我们必须抓住机遇，把机构改革

作为重大突破口，引领带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高质

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为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提供强有力

的制度保障。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论述上来，提升认

识，坚定信心，就一定能推动中央关于机构改革的决策部

署在河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

济发展高质量，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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