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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华 郝迪婧

10月 28日，“2020智慧黄河论坛”
在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专家
学者汇聚黄河水院，共同探讨新时代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论坛
期间还发布了《数字黄河行动宣言》。

此论坛由中共开封市委、开封市人
民政府主办，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承
办。论坛作为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
发展大会“2020招才引智专项行动”开
封专场活动，以“数字中国——院士黄
河行”为主题。院士专家团队齐聚开
封，共同探讨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数字化表达。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周保平致欢迎辞，她介绍了学校悠久
的办学历史、鲜明的办学特色、辉煌的
办学成就。学校坚持“黄河为魂、水利
为根、工程为基、育人为本”的办学特
色，培养的近 20万名毕业生，遍布祖
国的大河上下，大江南北，为我国的人
民治黄和水利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她强调，将高新科学技术运用在治黄
工作中，提升对黄河水资源的动态监
测能力，更好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是当代水利教育工作者和
治黄者的责任和使命。通过本次论坛
与院士、专家的交流学习，必将进一步
推动学校教育理念、教学质量和技术
服务能力建设，对学校培养服务黄河
的高素质人才、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助力开封市经济发
展出新彩，具有重大意义。

论坛现场还进行了院士专家主旨
演讲、战略合作项目签约、《数字黄河
行动宣言》发布等环节，与会专家学者
纷纷就黄河治理的智慧化、数字化进
程建言献策。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中国四川
大学锦城学院人工智能学院院长陈世
卿作“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AI+

网格边缘超算的应用场景”主题报
告。报告介绍了综合 5G+工业互联
网+大数据+AI+网格边缘超算云平台
建设、研发产品与应用介绍等内容，重
点介绍了智能教育、智能农业、智能环
境、智能制造等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指

出了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
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

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林占熺以“黄河菌草生态安全屏障与产
业发展的研究”为题作主题报告。报告
从新资源、新技术、新产业，菌草技术与黄

河菌草生态治理研究进展，菌草新型绿
色产业开发与扶贫，菌草技术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等4个方面阐述了菌草
技术对帮助破解发展难题、实现可持续
发展所取得的成效和具有的重要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世界联合
公益基金负责人、北京市创意文化产业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苏彤，东方园林
控股黄河研究院院长朱庆平，国家物联
网标识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信用行业应
用管理中心主任马卫东，华北水利水电
大学副校长、教育部水资源与水环境教
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汉东，黄河水
利委员会国际合作与科技局原局长尚
宏琦，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姚
文艺等作主旨报告。

论坛发布数字黄河行动宣言：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战略，开创属于黄河的新的
百年，必须让数字科技成为关键引领要
素，汇入黄河的滚滚波涛。我们将以“黄
河为魂、水利为根、工程为基、育人为
本”，培养数以万计服务黄河的人才大
军；发挥比较优势，围绕黄河构建大数据
特色专业体系；利用5G、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手段让治水技艺薪火相传；牢记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完善、拓展黄河
文化的精神内涵。我们相信并谨记，河
流给予文明生生不息，数字赋予黄河新
的机遇。保护黄河是每个沿黄儿女义不
容辞的新使命和新担当。惟愿黄河之水
万古奔流！惟愿黄河精神永不褪！惟愿
黄河文明绵延不绝！

此次“2020智慧黄河论坛”在开封
成功举办，是开封践行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重要
举措，也是推进开封黄河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向数字化、智慧化发展
的序章，为开封的沿黄生态环境保护注
入了数字智慧的活力，将有助于开封黄
河流域生态的大保护、大治理。

2020智慧黄河论坛在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举办

论坛现场

本报讯（记者 樊霞）“大国点名，
没你不行”。10月 30日下午，记者从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20年 11月 1日零时起，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工作进入正式普查登记
阶段。

据了解，此次人口普查河南省共
划分 5.2 万多个普查区、47.3 万多个
普查小区。普查对象是普查标准时
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
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
居的中国公民，不包括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在
境内居住的港澳台居民和外国人也
属于普查对象，需要进行普查登记。
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姓名、身份证号

码、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行
业、职业、迁移流动、婚姻生育、死亡、
住房情况等。

河南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冯文元介绍，根据不同的普查对象和
普查内容，具体分为四种普查表。一
是短表，反映人口基本状况的项目，由
全部住户（不包括港澳台居民和外籍

人员）填报。二是长表，包括所有短表
项目和人口的经济活动、婚姻生育和
老龄化等情况的项目，在全部住户中
抽取 10%的住户（不包括港澳台居民
和外籍人员）填报。三是港澳台居民
和外籍人员普查表，包括反映港澳台
居民和外籍人员人口基本状况的项目
以及入境目的、居住时间、身份或国
籍、就业情况等项目，由在境内居住的
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填报。四是死
亡人口调查表，包括死亡人口的基本
信息，由 2019年 11月 1日至 2020年
10月 31日期间有死亡人口的住户填
报。

普查采用全面调查的方法，以户
为单位进行登记。普查采用按现住地

登记的原则，每个人必须在现住地进
行登记。普查对象不在户口登记地居
住的，户口登记地也要登记相应信息。

为保证普查的质量，河南选聘了
一支高素质的“两员”（普查员和普
查指导员）队伍。截至 10月初，全省

“两员”选调聘用 52.7 万人。从今年
7 月起，各地分批次按时完成了对

“两员”的业务培训工作。冯文元表
示，目前，河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各级普查机
构组建完成，普查经费物资基本落
实，各级试点工作圆满结束，摸底工
作经过有序开展已进入尾声，这些
都为 11 月 1 日的普查登记打下了坚
实基础。③5

本报讯（记者 李英华 刘红涛）
10月 30日上午，第二十二届中国中部
（湖南）农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农博会”）
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我省以食用
菌品牌产品为主体参展，160多个食用
菌产品集体“亮相”，彰显“沃野中原 生
态农业”的河南农业品牌整体形象。

本届农博会以“办好中部农博会，
助力脱贫奔小康”为主题，为期5天，由
农业农村部和湖南省政府共同主办，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长沙市政府、中国
农产品市场协会等承办，设有湖南综
合馆、中部·省际馆、现代农业馆、中部
美食馆等展区，展览总面积约 11万平
方米。包括中部六省在内的20多个省
（市、区）参加，4000余家企业参展，参
展商品达2.8万种。

本届农博会重点展示“十三五”期
间脱贫攻坚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成就，
通过线上线下互动融合模式，着力构建

“政策解读、引领展示、信息发布、产销
对接、产业融合、品牌孵化、对外合作”
七大平台，助推中部地区农业产业优化
升级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

我省创新形式参展本届农博会，选
取产量和产值均居全国第一的食用菌
品类，首次以多地区、多企业参展的方式
集中展示展销单品类优质特色农产
品。嵩县、汝阳县、辉县市、获嘉县、清丰
县、许昌市建安区、卢氏县、灵宝市、西
峡县、夏邑县、泌阳县等11个食用菌强
县（市、区）以及我省其他发展势头较好
地区的25家食用菌企业参展，展示160
多个食用菌产品及其加工制品。③5

第二十二届中部农博会开幕

河南食用菌产品组团亮相

大国点名 准备就绪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11月1日正式登记

本报讯（记者 李林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陈浩）10 月 29 日，由河南
省委批准，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
省商务厅、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共同主
办的 2020河南（郑州）国际现代农业
博览会郑州展区在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开幕。

2020 河南（郑州）国际现代农业
博览会以“政府支持、市场主导、销售
为王”为方针，以“科技引领、合作交
流、服务三农、面向未来”为宗旨，集中
展示现代农业“新产品、新技术、新产
业、新模式、新零售”。展区展览面积

达 1.8万平方米，来自全国各地的 350
多家参展商携带 1200 多种产品参
展。记者在现场看到，嵩县丹参、封丘
生命果、长葛蜂王浆等各种优质农产
品、中药材、农资、休闲食品摆满了
865个展位，展商们忙得不亦乐乎。

此外，第二届电商十强县颁奖典礼
同期举办，通过产品网络销售量和销售
额等评判，封丘县、淇县等获得电商十
强荣誉称号。活动的举办促进了农村
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的发展，提高了农
产品市场竞争力，有效帮扶贫困人员通
过农产品电商工作增收。③3

2020河南（郑州）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郑州展区开幕

350多家参展商
携1200多种产品参展

10月29日，
杞 县 傅集镇吕
寨 村农民在蘑
菇种植基地采摘
蘑菇。该基地实
行“基地+合作
社+农户”的经营
模式，带动村里
30 多户贫困户
增收致富。⑨3
刘银忠 摄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蓝图已经绘就，新征程即将开

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充分肯定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巨大成就，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

局出发，把握世界大势和发展规律，深

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审议通过了《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这是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件，是

今后 5 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行动指南。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全党全国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是

学习贯彻这次全会精神，把《建议》确

定的各项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落到实

处。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胜阶段。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

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

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推

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战胜各种风险

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继续

乘风破浪、坚毅前行。实践再次证明，

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有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团结一心、顽强奋斗，我们就一

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

难险阻，一定能够在新时代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

全会高度评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十三五”时

期，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

力跃上新的大台阶，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脱贫攻坚成果

举世瞩目，污染防治力度加大，生态环

境明显改善，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共建

“一带一路”成果丰硕，人民生活水平

显著提高，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尤为

重要的是，在“十三五”的实践中，全面

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依法治

国取得重大进展，全面从严治党取得

重大成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加快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

新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广大党员

干部政治品质和斗争精神斗争本领得

到锤炼，全国各族人民精神面貌更加

奋发昂扬，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有力政治保

证和强大奋进力量。

到建党 100 周年时，全面建成惠

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

会，是我们党进入新世纪后，在基本

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提出的奋斗目

标，是对人民的庄严承诺。自改革开

放之初党中央提出小康社会的战略

构想以来，我们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几代人一以贯

之、接续奋斗。现在，“十三五”规划

目标任务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

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

更 加 雄 伟 的 身 姿 屹 立 于 世 界 东 方 。

全会强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再接

再厉、一鼓作气，确保如期打赢脱贫

攻 坚 战 ，确 保 如 期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奠定坚实基础。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

阶段，是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

期。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阶段，这在我国发展进程中

具有里程碑意义。全党要统筹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

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开拓进

取、奋力前行，推动“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有机衔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
——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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