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铮 李点）河
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于
1 月 14 日下午在郑州胜利闭幕。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国
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选举尹
弘为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王国生、
孔昌生、赵素萍、李文慧、马懿、王
保存、徐济超、张维宁、乔新江、丁
巍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尹弘、刘伟、孙守刚、李亚、甘
荣坤、黄强、穆为民、江凌、徐立毅、
胡永生在主席台就座。

郭庚茂和徐光春、任克礼、范
钦臣、王全书在主席台就座。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共有代表 946人，出席闭幕大会
的代表922人，符合法定人数。

下午 3时，大会开始。会议依
次表决通过了河南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政府
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河南省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的决议、关于河南省2019年

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预算的决
议、关于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的决议；表决通过省十三届人大有
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会议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监
票人名单。根据大会此前通过的
选举办法，会议进行选举事项，选
举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补选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2名。经过
清点人数、检查票箱、分发选票、画
票、投票、清点选票、计票等程序，
根据计票结果，大会主持人王国生
宣布：尹弘当选为河南省人民政府
省长，陈兆明、贾瑞琴当选为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新当选的
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尹弘和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陈兆明、贾瑞
琴进行了宪法宣誓。

会议指出，去年国庆前夕，习
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时指出，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
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
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凝聚精神力量。新年伊始，总书记
在中央财经委第六次会议上，再次
发出“大力弘扬黄河文化”的号召，
全省人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黄
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凝聚
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要素，积
淀着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基因，彰
显着中华儿女文化自信的坚实底
气。中原文化在黄河文化中处于
中心地位，中原大地创造的每一项
奇迹、绽放的每一个精彩，都浸透
着黄河文化的滋养。中原儿女对
黄河的敬畏之心、感恩之心格外强
烈，对黄河文化力量的感受格外深
切。大力弘扬黄河文化，对于河南
有着十分特殊和重大的意义。

（下转第二版）

社论：像九曲黄河那样奔腾向前 03│要闻

1月 14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⑨6 本报
记者 董亮 杜小伟 摄

1月 14日下午，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新当选的河南省人民政
府省长尹弘面向国徽，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庄严宣誓。⑨6 本报记者 杜小伟 摄

1月14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胜利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国生主持会议并讲话。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1 月 14 日
上午，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尹弘到商丘
代表团、周口代表团，与大家共同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和两院工作报告。尹弘强调，要发
挥特色优势，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扛稳
粮食安全重任，加快建设农业强省。

审议时，大家认为 4 个报告站位
高、看得远、方向明，有底气、接地气、提
士气。商丘团代表王战营、张建慧、王
茜、路标、张存升、曹广阔、张琼、李中
华、栗朝举、王嘉惠，周口团代表刘继
标、夏双印、张霞、李宗喜、郑江涛、吴丽
霞、范军、丁福浩、李煦燕先后发言，围

绕农业发展、县域经济、科技创新、返乡
创业、招商引资、德育教育、文化产业、
临港经济、营商环境等问题建言献策。

尹弘指出，河南资源禀赋、生产传
统和国家赋予的重大责任，决定了农
业大省的基本定位任何时候都不能
变，（下转第四版）

各位代表、同志们：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在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

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就

要胜利闭幕了。

这次会议，召开于圆梦小康的历

史节点、履行使命的关键阶段，每位代

表身上，都洋溢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强

烈的责任担当，展现着攻坚克难的意

志、抢抓机遇的激情；会场内外，奏响

了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强音，升腾起

牢记嘱托、共谋出彩的气场，在新时代

的新征程中，必将写下浓重的一笔。

会议的成功，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在于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

精神的定向领航，在于全省上下思想

和行动的高度统一。这里，我代表省

委、省人大常委会和大会主席团，对会

议的圆满成功，对新当选的同志，表示

热烈的祝贺！向全体代表，向列席大

会的同志，向服务大会的全体工作人

员和新闻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各位代表、同志们！

去年国庆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郑

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时指出，“要深入挖掘黄

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

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

精神力量。”新年伊始，总书记在中央财

经委第六次会议上，再次发出“大力弘

扬黄河文化”的号召，全省人民备受鼓

舞、倍感振奋。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根和魂，凝聚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要

素，积淀着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基因，

彰显着中华儿女文化自信的坚实底

气。中原文化在黄河文化中处于中心

地位，中原大地创造的每一项奇迹、绽

放的每一个精彩，都浸透着黄河文化的

滋养。中原儿女对黄河的敬畏之心、感

恩之心格外强烈，对黄河文化力量的感

受格外深切。大力弘扬黄河文化，对于

河南有着十分特殊和重大的意义。

大力弘扬黄河文化，就要强化同

根同源的民族认同，进一步激发家国

情怀。毛主席讲过，没有黄河，就没有

我们这个民族。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

亲河，（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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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14日电 在中华
民族传统节日庚子鼠年春节即将到来
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4日下午在人民
大会堂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
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欢聚一
堂，共迎佳节。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
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诚挚的问
候和新春的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韩正出席。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央
常务副主席陈晓光、民建中央主席郝
明金、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刘新成、农
工党中央主席陈竺、致公党中央主席
万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
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
龙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吕建、刘恒等应
邀出席。应邀出席的还有全国政协副
主席董建华、何厚铧、梁振英，已退出领
导岗位的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
联原主席、第一副主席和常务副主席。

吕建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致辞。他表示，

2019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胸怀掌舵领
航，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稳健前
行，带领国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2020年，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将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中共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
彻落实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中
国复兴号巨轮扬帆远航加油助力。

在听取吕建致辞后，习近平发表

了重要讲话。他强调，2019 年是党
和 国 家 发 展 进 程 中 极 不 平 凡 的 一
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
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我们大家一起团结奋斗、一起攻坚克
难，有付出也有收获，有艰辛也有快
乐。一年来，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沉着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
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坚定不移贯彻
新发展理念，着力打好三大攻坚战，
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的重
大进展，（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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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

广大成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大力弘扬黄河文化 为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凝聚精神力量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胜利闭幕
王国生主持会议并讲话 尹弘当选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

擦亮初心底色 扛牢使命担当
——我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刘一宁 冯军福

这是一次正当其时的精神洗礼，
这是一次坚定信仰的政治淬炼；

这是新时代深化党的自我革命、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生动
实践。

2019 年 6月起，一场以县处级以
上领导干部为重点的“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分两批在我省21.2万
个党组织554.9万名党员中先后开展。

如潮涌，似风雷。在为期半年的主
题教育中，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特别是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
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为统领，推动主题教育取得重要成果。

把初心擦得更亮，让使命担得更
牢。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提高了知信行合
一能力，（下转第三版）

尹弘参加商丘周口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强化农业基础地位 加快建设农业强省

□新华社记者 林晖 高蕾 孙少龙

2019 年岁末，北京中南海。中央
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一份重要报
告通过审议——《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
出问题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的报告》。

“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起，解
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成为
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精文
简会、规范督查检查考核等硬杠杠硬措
施得到较好落实，基层有了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采取切实措施激励干部担当
作为，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很大
变化”“减负催生领导方式方法转变和
工作机制创新，提升了治理能力”……

一系列扎扎实实的显著变化，彰显
出一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
的累累硕果。

2019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也是
党中央确定的“基层减负年”。

一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以打一场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攻坚战的坚定决心，坚定不移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持之以恒狠抓作风建设，深

入推进部署“基层减负年”工作，为基层
松绑减负、促干部担当作为，凝聚起全
党上下砥砺奋进的强大力量。

持之以恒抓作风
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党和国
家各项决策部署，最终都要依靠基层党
员干部穿针引线、落到实处。长期以
来，广大基层干部奋斗在第一线，晴天
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为党和国家各项
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基层、关爱
干部。在 2019 年新年贺词中，总书记
深情地表示：“要倾听基层干部心声，让
敢担当有作为的干部有干劲、有奔头。”

对基层面临的形式主义困扰，习近
平总书记也明察秋毫、见微知著，一针
见血地指出：“很多形式主义问题，占用
基层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力，这
种状况必须改变！”

什么是形式主义？对此，习近平总
书记曾有入木三分的深刻分析：“形式主
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
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下转第六版）

为基层松绑减负
促干部担当作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推进“基层减负年”工作综述

09│文件关于健全食品安全责任制
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若干措施 “春晚”分会场选定郑州

05│要闻持续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守护初心，推进自我革命
04│要闻

走近陈俊武院士
05│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