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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河南省十二件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之十一

推进青年人才公寓建设

2018年河南省十二件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之十二

加快郑大河大“双一流”建设

详见03│要闻

5.14万套 70%
租金标准不高于同等
地段市场租金的70%

共开工建设约5.14万套
青年人才公寓

新增7个
共新增国家级
科研平台7个

共新增国家科技奖项
或研发专项36项

新增36项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刘勰）1月
11日，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陈润儿
在郑州会见了“最美退役军人”先进
事迹报告团一行。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做好
先进典型引领，中央宣传部、退役军
人事务部在全国遴选出 20名同志授
予“最美退役军人”称号，并组成两个
报告团于近期分赴 10个省（市）作巡
回事迹报告。

王国生对报告团来豫表示欢
迎。他说，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
宝贵财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的重要力量。“最美退役军人”是
他们中的优秀代表，大家在各自岗
位上，坚定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奋斗的信念，走出了

坚实而精彩的人生路，体现了美的
心灵、展示了美的形象，让人肃然起
敬。相信这次报告将在河南退役军
人和广大干部群众中产生重要影
响，进一步激发出争做出彩河南人
的强大正能量，激励我们进一步做
好退役军人各项工作。

报告团成员表示，将通过报告充
分展示退役军人信念坚定、对党忠
诚、永葆本色、担当作为的优秀品质
和精神风貌，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
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激励引导
更多退役军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新时代建立新功。

赵素萍、胡永生、舒庆参加会见。
按照安排，在豫期间，报告团一

行于 1月 11日和 13日分别在郑州、
漯河举行报告会。③6

王国生陈润儿会见“最美
退役军人”先进事迹报告团

改革开放40年来的5条经验

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

全党步调一致、行动统一

必须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确保党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必须坚持改革创新、艰苦奋斗作风，确保党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

必须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确保党永葆清

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强化思想

武装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保证全党集中统一、令行

禁止

弘扬优良作风，同心协力实现小康

坚决惩治腐败，巩固发展压倒性胜利

强化主体责任，完善监督体系

向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亮剑，维护群

众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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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开门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记者1月 10日
从开封市政府获悉，在 1月 6日举行的第
十二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上，河南
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被评为 2018年中国
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有效期为2018
年 12月至2023年 12月。

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挂牌以来，
与全国多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建立技术
合作关系，一批专家教授成为区内企业技
术顾问或共建人才。目前，以奇瑞汽车、中
联重科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企业通过整合创
新资源，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积极促进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在推进产学研合作中，河南自贸试验
区开封片区着力打造自贸大厦、CBD中心

商务区等创新载体，推动高校院所、科研团
队、地方平台、社会资本等形成创新合力。

2018年 12月，开封·中关村智酷人才
与产业创新基地正式落户河南自贸试验区
开封片区，成为中关村软件园在河南落地
的首个人才与产业创新基地项目。属于高
端科技小众行业的河南中镜科仪科技有限
公司，与河南化工技师学院联合开展人才
培养，创立的国内首个电镜专业，目前已成
为全国知名的品牌特色高新专业。

“通过推进产学研合作，科技发展创
新活力持续释放，为推动开封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形成以创新为引领的发展模式提
供了强力支撑。”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片
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③8

争做 河南人
□本报记者 陈慧

他不是驴友，走的路比驴友还要
惊险刺激。

他不是摄影爱好者，却拍了 10多
万张照片。

他不是医生，却对各种植物的药
性如数家珍。

他不是学植物分类的，却被人们
称为植物圈的“活字典”。

他是王齐瑞，省林科院城市林业与
环境研究所所长，一位不愿趴在冬暖夏
凉的办公室做学问的专家，一位宁愿风
餐露宿窝在深山老林的“寻宝者”，一位
致力于把青山化金山的执着实践者。

他是植物圈的“活字典”

1 月 10 日，记者第一次见到王齐

瑞。中等敦实的身材，黝黑的肤色，脸
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身着冲锋衣、登
山鞋。这次，他要在栾川的白马潭做
野外调查。

冬季的深山，空谷幽涧，但并非想
象中满目萧条，一丛丛一簇簇的绿点
缀着漫山苍黄。这是找常绿植物最好
的季节，他此行的目的，就是采集常绿
栎类的枝条，留待春天嫁接之用。

“咱们省山区栎类很多，但常绿的
栎类资源却很少，分布最多的就属白马
潭。”一路上话不多的王齐瑞，到了山
上，好似到了他的主场，打开了话匣子。

巴东栎，幼叶片背面长着黄色星

状毛；青冈栎，背面则是淡灰色，有平
伏毛……在王齐瑞的指点下记者才知
道，长得大差不差的几种栎树竟有这
么多差别。

“咦，这是什么？”只见王齐瑞单腿
跪地，扒开一堆枯黄的落叶后，露出一
棵葱绿的小草。“是普通鹿蹄草，以前在
这儿还没发现过。”他有些兴奋，马上从
脖子上取下相机，叶、茎、花逐一拍照。

近视120度，老花50度，48岁的王
齐瑞已经离不开这副复合眼镜，但熟悉
的人却都说他眼睛厉害，果不其然。

商城县林业局副局长范开红常跟
他一起考察，他说王齐瑞眼睛不大，却

有“特异功能”，能从一片草一片树当
中迅速捕捉到异样的东西。

本科修的林学专业，读博时学的经
济林，王齐瑞对植物分类这个业余爱好
却很“痴迷”。他是大家眼中考不倒的
王博士。有啥不认识的，拍个照片发给
他，比那些识花认草的小程序都强。

2014年，商城县银缕梅野生分布
区的发现曾轰动河南省植物界。银缕
梅是被子植物最古老的物种，与恐龙
同一时代，素有“活化石”之称，属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银缕梅的发
现，颇有点机缘巧合的色彩。

那一年，王齐瑞前往商城黄柏山
林场鄂豫皖三省交界处考察。经过李
贽书院，门口的盆景引起他的注意。
打量再三，他激动起来：“哪儿来的？
这可是濒临灭绝的银缕梅。”后经过大
量野外调查，（下转第二版）

青山深处“寻宝”人

获评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

开封片区持续释放创新活力

1月 11日，洛阳北方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一批产品正在加紧组装
中。据介绍，该公司本月已有 5000 多辆摩托车出口国外，成功实现
2019年出口业绩开门红。⑨3 潘炳郁 摄

新华社北京 1月 11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1日上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
要讲话。他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取
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巩固
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一体推进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健全党和国家监
督体系，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坚决贯彻落实到位，以优异
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
书、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化运用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夺取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胜利，着力惩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
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取得了新的
重大成果，为实现党和国家事业新发展
提供了坚强保障。一年多来，经过全党
共同努力，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坚强
有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方位加
强，全面从严治党实效性不断提高，党内
政治生态进一步改善，党在新时代新征

程中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机活力。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 40年来，在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坚持党的领导、从严管党治党，探索积累
了宝贵经验。这就是，必须坚决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
调一致、行动统一；必须坚持治国必先治
党、治党务必从严，确保党成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必须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确保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必须坚持改革创新、艰苦奋斗作风，确保
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必须坚决同消极
腐败现象作斗争，确保党永葆清正廉洁
的政治本色。回顾改革开放 40年的历
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进行社会革命
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
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
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
在。只要我们始终不忘党的性质宗旨，
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刮骨疗毒
的决心和意志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的因素，就能够形成党长期执
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
革新、自我提高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强调，2019 年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
之年。我们要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
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

1月 11日下午，嫦
娥四号着陆器与玉兔二
号巡视器工作正常，达
到工程既定目标，标志
着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
功。这是玉兔二号巡视
器全景相机对嫦娥四号
着陆器成像。 新华社
发

1月 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发

嫦娥四号任务
圆满成功

关键之年的6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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