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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21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中长期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近
期至 2022 年，中期至 2035 年，远期展望至
2050年，是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的战略性、综合性、指导性文件。

《规划》指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
要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今后较
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规划》强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贯
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是实
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保障，是维护国家安
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要按照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构建管长远的制度框架，制定见实效
的重大政策，坚持积极应对、共建共享、量力适
度、创新开放的基本原则，走出一条中国特色
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

《规划》明确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
略目标，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基础持
续巩固，财富储备日益充沛，人力资本不断提
升，科技支撑更加有力，产品和服务丰富优质，
社会环境宜居友好，经济社会发展始终与人口

老龄化进程相适应，顺利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到
2022年，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框
架初步建立；到2035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制度安排更加科学有效；到本世纪中叶，与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应对人口老龄
化制度安排成熟完备。

《规划》从 5个方面部署了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具体工作任务。一是夯实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社会财富储备，二是改善人口老龄化背景
下的劳动力有效供给，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
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强化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科技创新能力，五是构建养老、孝老、敬老
的社会环境。

《规划》要求，坚持党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工作的领导，坚持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抓、
负总责，强化各级政府落实规划的主体责任，进
一步完善组织协调机制。推进国际合作，推动
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政策对话和项目对接。选择有特点和代表性
的区域进行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综合创新试
点。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实施监管和考核问责
制度，强化对规划实施的监督，确保规划落实。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21日电 近日，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
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农业高质量发展
要求，以提升粮食产能为首要目标，突出抓好
耕地保护、地力提升和高效节水灌溉，大力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补齐农田基础设施
短板，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切实增强农田
防灾抗灾减灾能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
供坚实基础。

《意见》提出，要坚持夯实基础、确保产
能，因地制宜、综合治理，依法严管、良田粮
用，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等原则，切实加强高
标准农田建设。确保到 2022年全国建成 10
亿亩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效、稳产高
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以此稳定保障 1
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到 2035年全国高标准

农田保有量进一步提高，不断夯实国家粮食安
全保障基础。

《意见》强调，要构建集中统一高效的管理
新体制。一是统一规划布局，二是统一建设标
准，三是统一组织实施，四是统一验收考核，五
是统一上图入库。

《意见》明确，要强化资金投入和机制创
新。建立健全农田建设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将
农田建设作为财政支出重点事项。发挥政府
投入引导和撬动作用，完善新增耕地指标调剂
收益使用机制。开展绿色农田建设示范，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整县示范。建立健全高标准
农田管护机制，明确管护主体，落实管护责任，
确保建成的工程设施正常运行。

《意见》要求，农田建设实行中央统筹、省
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
加大基础支撑，推进农田建设法规制度建
设。严格保护利用，对建成的高标准农田，要
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加强风
险防控和工作指导，强化农田建设资金全过
程绩效管理。

一、优秀志愿者（54个）

杨予军 河南省省会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
队长

张 菊 郑州市金水区红十字孝慈志愿服
务大队队长

胡东乔 郑州市西大街办事处平等街社区
志愿服务队队长

牛雷莉 郑州市文艺志愿者协会常务副主
席兼秘书长

王秀荣 开封市通许县志愿者协会志愿者
步 尧 开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志愿服

务队志愿者
岳 星 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开

封支队队长
张岳香 洛阳义工联合会志愿者
姚会军、陈书利（夫妇） 洛阳市无偿献血

志愿服务大队志愿者
田纪伟 洛阳彩虹留守儿童助学中心党支

部书记
李华伟 洛阳市涧西区通用小区热心人协

会会长
解青敏 平顶山市宝丰县义工站站长
王 凯 平顶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志愿服

务队队长
杨永峰 安阳林州市红旗渠应急救援中心

理事长
刘红丽 安阳市心灵花园志愿服务队队长
牛文玉 鹤壁市山城区好人志愿服务队志

愿者
杜毅文 新乡志愿服务宣讲团讲师
周福军 新乡市周福军公益医疗志愿服务

队负责人
郭志霞 新乡少年军团团长
邱英梅 焦作市邱阿姨爱心手工作坊志愿

服务队负责人
许琳娟 焦作市学雷锋志愿者协会会长
李军玲 濮阳市龙都爱心粥屋志愿服务站

站长
刘冠中 濮阳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队

长
赵明远 许昌长葛市爱心传递协会会长
周 楠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

会志愿者
刘艳红 许昌鄢陵县阳光心理爱心志愿者

协会会长
李华强 漯河市政协“同心同行”志愿服务

队志愿者
陈改丽 漯河市舞阳县文化馆艺术志愿团

负责人
高超群 三门峡市公路局“文明驿站”志愿

服务队负责人
李俊峰 三门峡市税务局志愿服务队负责

人
肖西宁 三门峡市公安局崤山分局志愿者

服务队志愿者
李建恒 南阳河东文化传播志愿服务团队

志愿者
张继山 南阳市孺子牛文艺志愿者服务团

发起人
李 飞 河南油田志愿服务爱心站副站长
杨海振 商丘市义工联合会会长
张洪涛 商丘市睢阳区“跟我来”志愿服务

队志愿者
赵金花 商丘市博爱联合会志愿者
王静静 信阳市潢川县土根爱心协会会长
时新国 信阳市志愿者协会志愿者
韩从富 信阳市息县红玫瑰献血队队长
李翠琳 周口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秘书长
王凯伟 周口市志愿者协会助梦公益团团

长
李 娟 驻马店市天中义工联合会志愿者
王保书 驻马店市正阳县建工水电暖维修

志愿者服务站站长
白望明 驻马店市平舆星火志愿团团长
杨 红 济源市第二人民医院健康卫士志

愿服务队负责人
陈小兵 河南省卫健委省级健康巡讲志愿

服务专家团成员
于 洋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志愿服务队

队长
史增辉 郑州市妇联绿城有爱巾帼学雷锋

服务大队志愿者
孙彩云 周口市慈孝文化促进会负责人
方 凯 周口市啄木鸟志愿者协会副会长
赵 川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志愿服务队志

愿者
曹爱文 郑州市爱心联盟志愿者

二、优秀志愿服务组织（49个）

郑州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郑州市小水滴志愿互助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南阳新村街道绿城社工志愿

服务队
郑州市金水区经八路街道省委社区义务巡

逻队
兰考县弘扬焦裕禄精神志愿团
河南大学法律服务中心
开封市志愿者协会
洛阳博物馆志愿者团队
洛阳市义工联合会
洛阳市神龙水上义务搜救队
洛阳市女子环保宣讲团
平顶山市志愿者协会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平顶山市郏县志愿者协会
河南省内黄监狱金钥匙志愿服务队
鹤壁市湘江小学红领巾家长志愿者工作站
新乡市榴心社工服务中心
辉县市义工志愿者服务中心
国网焦作供电公司“电力雷锋”青年志愿服

务队
濮阳市简爱志愿服务队
濮阳市善客助学中心
许昌市图书馆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许昌市魏都区新时代家庭教育讲师团
漯河市临颍县弘扬中华文化志愿者协会
漯河三铭吾公益中心
三门峡市与爱同行心理援助服务中心
三门峡市卢氏县城关镇防溺水志愿者协会
国网南阳供电公司“电力雷锋”志愿服务队
南阳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
邓州市瑞敏爱心服务协会
商丘广电FM1007出彩青春志愿服务团
商丘“关爱老兵”志愿服务队
信阳市新县绿和公益协会
信阳市光山县巾帼志愿者协会
周口市太康县好人协会
驻马店市确山县靖宇故里艺术团志愿队
济源市妇联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
济源市住建局城市管家志愿服务队
河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河南省地质博物馆初心志愿服务队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志愿者服务队
河南省总工会机关志愿服务队
商丘市柘城县人民医院南丁格尔服务队
焦作市学雷锋志愿者协会
河南省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志愿服务队
河南公益无限艺术团
平煤四矿孙刚爱心联盟
河南省扶贫办“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禹州市红十字会志愿服务大队

三、优秀志愿服务项目（38个）

郑州市“携手共建幸福河”志愿服务项目
郑州市“绿城妈妈”志愿服务项目
开封市“星火燎原”爱心书屋志愿服务项目
开封市贫困留守儿童助学项目
洛阳市“银发志愿服务队”普法宣传教育项目
洛阳市家教家风宣讲项目
洛阳妇幼保健院——病房小课桌项目
汝州市文明实践轻骑兵志愿服务项目
平顶山空心村里的幸福院志愿服务项目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戏曲进校园志愿服

务项目
鹤壁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卫生志愿服务下基

层志愿服务项目
新乡市邻里守望“救”爱桑榆志愿服务项目
新乡市“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爱国主义”项目
新乡市“苔花少年”志愿服务项目
焦作市“万里寻他千百度”关爱流浪者阳光助

残项目
焦作市“童心向阳”精准扶贫爱心助学志愿服

务项目
河南省濮阳市巾帼礼仪志愿服务项目
濮阳市共享阳光——事实孤儿救助项目
许昌市爱心午餐1+1志愿服务项目
许昌市“文化魏都”公益剧场项目
漯河市“乐动乡村 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

项目
三门峡义马新大昌电器“心暖社区享和谐”志

愿者服务项目
“商丘好人”爱心早餐项目
商丘市帮扶“身边好人”志愿项目
睢县孝善敬老志愿服务项目
周口市关爱抗战老兵志愿服务项目
周口市“守护母亲河 环保志愿行”志愿服务

项目
泌阳县脱贫攻坚——电商扶贫志愿服务项目
西平县暖心粥屋志愿服务项目
桐柏县城关镇淮庙社区同心联结志愿服务项目
方城县柳河周六剧场文化志愿服务项目
信阳市“悦动夕阳 与老同乐”志愿服务项目
济源市“健康卫士”学雷锋志愿服务项目
忠诚颂·特困公安英烈子女“一对一”助学帮

扶项目
河南省科协科普大篷车进基层志愿服务项目

“健康基层行·药师在行动”志愿服务项目
河南红会送医计划
河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臻爱护送”项目

四、优秀志愿服务社区（29个）

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街道省供销社社区
郑州市二七区福华街街道铁道家园社区
巩义市孝义街道孝义路社区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曹门街道双龙社区
开封市鼓楼区五一街道西苑社区
洛阳市洛龙区关林街道石油社区
洛阳市吉利区康乐街道中油社区
汝州市洗耳河街道南关社区
林州市开元街道安泰社区
鹤壁市淇滨区长江街道漓江社区
新乡市高新区振中街道振兴社区
新乡市红旗区洪门街道阳光社区
焦作市解放区焦南街道站东社区
焦作市山阳区定和街道丰收社区
濮阳市华龙区胜利路街道南海社区
许昌市建安区许由街道幸福社区
许昌市东城区天宝路街道恒大绿洲社区
漯河市召陵区翟庄街道燕山路社区
三门峡市陕州区大营镇锦绣社区
三门峡市义马市泰山路街道狂口社区
商丘市睢阳区东方街道电业社区
商丘市梁园区前进街道合欢社区
周口市川汇区小桥办事处高庄社区
周口市郸城县洺北办事处吉祥社区
驻马店市驿城区西园街道驿城新村社区
南阳市宛城区仲景街道泥营社区
南阳市西峡县莲花街道莲花社区
信阳市固始县番城街道湖畔春天社区
信阳市商城县赤城街道三里桥社区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规划，提出到2022年

初步建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度框架

国办印发意见

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关于河南省学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优秀”候选名单的公示

按照河南省文明委《关于做好 2019

年学雷锋志愿服务全国“四个 100”和河

南省“四个优秀”先进典型宣传推选活动

的通知》要求，经过层层推荐、征求意见、

资料审核、专家评审等程序，推选产生

170个河南省“优秀志愿者、优秀志愿服

务组织、优秀志愿服务项目、优秀志愿服

务社区”先进典型，现对候选名单进行公

示，公示期为11月22日至11月26日。

联系电话：0371—65903348

河南省文明办

2019年 11月22日

河南省府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饭店承包经营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方大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

司受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服
务中心的委托，就河南省府苑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饭店承包经营项目进行
竞争性磋商招标。

一、招标项目简要说明
1.项目概况：河南省府苑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位于郑州市纬四路政五
街交叉口东南角，经营范围主要有中
餐、烩面、早点、外卖、住宿等，营业面
积约 6900㎡（包含烩面、早点 1-2
楼），有餐厅包间26个、客房32间。

2.招标范围：府苑饭店承包经营
3.承包期限：5年
4.承包服务费最低限价：570 万

元/年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的能力，投标人是法人应提供营业
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投标人是
自然人应提供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
明。

三、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获取
1.时间：2019 年 11 月 21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7 日（北京时间，法定
节假日及公休日除外）上午 09：00－
11：30，下午2：30－5：00。

2.地点：方大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
限公司（郑东新区康宁路与普济路交会
处德威广场12层）

四、说明
本公告更多详细内容可查阅“中

国采购与招标网”“河南省招标投标
公共服务平台”和“河南省机关事务
管理局官网”，也可联系以下人员详
细咨询：

采购人：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机关服务中心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纬四路政五
街交叉口

联系人：贾先生
联系方式：13526810050
代理机构：方大国际工程咨询股

份有限公司
地址：郑东新区康宁路与普济路

交会处德威广场12层
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方式：18703898283

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服
务中心

方大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限
公司

2019年 11月21日

11月 1日，郏县县委第三巡察组“现
场办公会”在渣园乡叶庄村准时召开，村
民你一言我一语询问着自己关心的事儿。

据悉，十三届郏县县委第八轮巡察
自10月 14日起，对 9个乡（镇）所辖141
个村级党组织开展为期 60天的巡察村
（社区）工作。

此次巡察在常规巡察的基础上，创
新工作方法，针对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矛

盾比较突出、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共性
问题，特邀县住建、自然资源、交通、环
保、农林畜牧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到村里

“现场办公”。“现场办公会”督促问题按
期整改，化解干群矛盾，改善干群关系，
推动了巡察工作正常开展，让巡察监督

“靶向”更精准。目前巡察“现场办公会”
已召开 5 场，正在全县范围内铺开推
广。 (李亚萍)

近日，灵宝市纪委监委根据“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治要求，
聚焦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
取私利问题，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该市组织市场监督、税务、烟草、商务
等单位工作人员成立联合检查组，深入名
烟名酒经营商店、商场、超市进行明察暗
访，通过调阅发票、货物出入库单据等资
料，与商家面对面交流等方式查找相关问

题线索。目前，该市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
和党员干部签订承诺书，对坚决不收送礼
品和名贵特产，坚决禁止利用名贵特产等
特殊资源谋取私利等内容作出公开承诺。
对于发现的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取私
利问题线索，优先核查，并坚持“收送一起
查”。对不主动清退、拒不纠正的，从严惩
处；对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要严查
快处，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张彩霞）

今年来，郑州南阳新村街道
积极寻求新途径、新方法，积极
做好统战工作来凝聚人心，形成
合力。

一是提高认识，高度重视。
在做好经济发展服务的基础上
加强与党外人士和新阶层人士
的联系沟通，发挥统战优势。

二是营造氛围，积极宣传。
既利用传统媒体宣传，也利用网
络等新媒体宣传，增强统一战线
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三是规范工作，完善统战网
络。认真强化统战日常工作管
理，建立统战台账，做好街道统
战工作。

(南阳新村街道)

让巡察监督更精准

深化主题教育 监督检查不放松

凝心聚力
做好街道统战工作

□人民日报评论员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所谓“2019年香港人

权与民主法案”，这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法

案，尽管戴着道貌岸然的面具，却再次暴露了毫

无底线的双重标准、虚伪丑陋的霸权逻辑。

美国的双重标准由来已久，在香港问题上

更是暴露无遗。他们给暴力犯罪分子贴上“民

主勇士”标签，却对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这一最

大人权、最大民意视而不见；他们对支持暴力的

言论，肆意纵容、全盘放行，却对呼吁揭示真相、

捍卫法治的正义之声，大肆封号、随意禁言。赤

裸裸的双重标准，充分暴露了他们在看似高尚

的幌子之下，破坏人权民主、打压中国发展的险

恶用心。难怪有人认为，所谓的“2019 年香港

人权与民主法案”，严重玷污人权与民主，应改

名为“支持香港暴力法案”。

暴力是法治社会的毒药，动荡是社会稳定

发展的噩梦，这是全世界的共识。美国一些政

客对此心知肚明，也因此准备了对待暴力的“国

内版本”与“国际版本”。当美国俄勒冈州波特

兰市示威升级，警方架设路障，封锁街道和桥

梁，强力逮捕示威者，美国领导人甚至表示考虑

将参与冲突的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当香港

的暴徒疯狂打砸抢烧，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

洛西却公开宣称：发生在香港的示威游行是“一

道美丽的风景线”。本国土地上的暴力行为，严

厉打击；别国领土上的暴力行为，则是风景。本

国土地上的执法，是维护法治；他国领土上的执

法，就是警察施暴。试问，还有比这更荒唐无耻

的双重标准吗？

这种美式双重标准，背后是根深蒂固的霸

权逻辑。为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一些美国政

客可以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挑起骚乱、发动

“颜色革命”，可以毫无底线地“洗白”自己、诋毁

抹黑他国。他们在全球大肆实施“棱镜计划”，

却转过头诬蔑他国“对美发动网络攻击”；他们

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却反过来诬蔑他国“试图干

涉美国选举”；他们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却反过

来指责他国“破坏自由贸易”。肆意妄为，莫此

为甚。说到底，他们的眼里“强权即真理”，仿佛

世界还停留在“丛林法则”的旧时代。

美国一些政客根本不关心香港的人权与

民主，不关心香港市民的利益和福祉，他们的目

的只有一个，就是搞乱香港，并不惜以毁掉香港

去阻遏中国发展进程。中国人民历来坚信“邪

不压正”，美国的霸权逻辑注定失灵。止暴制

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香港

社会的最广泛民意和最大人权。中国政府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

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

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在

21世纪的今天，丑陋的双重标准、霸权思维，注

定不得人心；企图用“人权”“民主”为幌子施压

中国，注定不会得逞。

香港的前途命运必须也只能掌握在包括

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手中。美国一些

政客的双重标准，不管包装得如何漂亮、表演得

如何动人，都终将遭世人唾弃。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美式双重标准是彻头彻尾的霸权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