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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报客户端

出彩路上，你我这样走过

新华社北京 10月 31日电 11月 1日
出版的第 21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的重要文章《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
战略若干重大问题》。

文章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这次疫情既是一次危机，也是
一次大考。我们要举一反三，进行更有长
远性的思考，完善战略布局，做到化危为
机，实现高质量发展。

文章指出，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使
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
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国内循环越顺畅，越
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文章指出，要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
应链。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
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
征。要拉长长板，补齐短板，在关系国家
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
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

文章指出，要完善城市化战略，把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城市发展的
基础目标，更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
化，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

文章指出，科技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调整优化科技投入和产出结构，
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要深化对人与自
然生命共同体的规律性认识，站在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要
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从顶层设计上提高
公共卫生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数字军团”加速扩容

今年 6月 16日，阿里巴巴与郑州深度合作，计划营造
“十百千万”数字经济生态，要用三年时间与 500家郑州市
本地优势企业共同构建郑州“数字军团”，即共同谋划打造
数字郑州产业生态联盟。

7月 13日，数字郑州产业生态联盟正式成立，全面开
启阿里龙头引领、协同本地优势企业构建郑州“数字军团”
的深海远航。

继首批包括信大捷安、汉威科技、天迈科技、中科九洲
等百家本地优势企业，加入数字郑州产业生态联盟成为

“数字军团”的成员后，10月 31日，第二批加盟者纷至沓
来，使联盟成员数量迅速飙升至200余家。

“目前国内提及数字产业发展频率最高的3个城市，就
是杭州、上海和郑州。”参加峰会的阿里巴巴数字政府事业
部生态合作总监潘浩坦言，郑州是将产业生态联盟推进最
快、落地最快的城市。

搭建“招育”人才体系

加速打造新型智慧城市，郑州如何发力？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郑州市一方面通过“惠民”“善政”

“兴业”三方面加速建设“城市大脑”，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生活服务。

另一方面借力发力，借助阿里巴巴优质的产业生态环境，加快带动本地优势企
业的发展，并大规模吸纳与培育数字经济专业人才，最终实现郑州中部数字经济第
一城的打造和区域数字产业高地的隆起。

为满足联盟企业不同层次的人才需求，搭起人才与企业间的桥梁，峰会上，联
盟聘任豫籍在校生为郑州数字经济人才大使，由此组织成立人才联络站，面向在校
生解读家乡人才政策、对接联盟企业用人需求。

联盟“引人才促就业”的举动也得到了诸多高校的支持。北京邮电大学、中国
地质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分别成立地校人才工作室，为郑州数字企业推
荐优秀学生及校友。

“今天通过郑州数字经济人才大使、联盟首席战略官和校园人才联络站代表聘
任等一系列措施的落地，初步搭起了郑州数字经济人才‘招育’体系的‘底座’，下一
步，还将为完成每年培养1000名具有阿里云资质认证的软件专业人才和3年共培
养1万名具有数字化能力的创业人才而持续构建‘招育’体系。”郑州市大数据局局
长郭程明说。③4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10月 28
日上午，在第六届河南省职工技术运
动会钳工决赛现场，来自17个省辖
市和济源示范区的54名参赛选手，
对照图纸认真打磨着手中的工件。

已经参加过四届河南省职工技
术运动会的钳工项目裁判长李树君
告诉记者，“近些年，能明显感受到
我省职工综合技能水平的提升。‘技
能豫军’不仅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也
逐渐成为全国叫响的河南品牌。”

五年来，从出台《2016—2020
年劳动竞赛规划》，到下发《关于实
施“十三五”万名大工匠培养选树计
划的意见》，再到落实《河南省总工
会关于深入推进劳模（技能人才）创
新 工 作 室 创 建 活 动 的 实 施 意
见》……省总工会多措并举，倾力打
造“技能豫军”队伍，厚植河南发展
队伍基础、人才基础。

为深入推进全省职工技能持续
登高，省总工会专门打造了“互联
网+职工技能培训和网上竞赛”新平

台，依托河南职工网、豫工惠APP，
发布网上培训视频和训练题库。我
省参与网上练兵的职工从 2016年
的 2 万多人次，增长到 2019 年的
3000多万人次。

通过扎实开展“十三五”万名大
工匠培养选树活动，我省涌现出“大
国工匠年度人物”、中信重工“金牌首
席员工”杨金安，“全国最美职工”、中
建七局砌筑工许纪平等各级各类工
匠人才近万名，初步形成了省市、行
业、企业多层级工匠人才队伍。

以劳模和工匠为“头雁”，全省
各级工会累计创建示范性劳模和工
匠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3500多家，
带动各级各类企业建设创新工作室
上万家。5年来，各类创新工作室共
获得国家专利 1.1 万项，创新成果
2.6万项，转化创新成果 1.45万项，
直接经济效益 290 多亿元。精于
工、匠于心、品于行的“工匠精神”在
中原大地激荡，“技能豫军”正以全
力挺起先进制造业的脊梁。③3

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 通讯员
阮淮凤）寻根祭祖太昊陵、乘风破浪
游龙湖……国庆长假虽已过去，古
城淮阳各景点依然游人不断。

10月 30日，安徽游客张丽手里
拿着一份“旅游攻略”：“根脉承韵、
感受非遗”寻根祭祖一日游、“访古
寻迹游遍陈”探寻古文明一日游、

“问道羲都全域淮”园林文化一日游
等旅游线路，图文详尽，引人入胜。

“每条线路都富有淮阳独特的
地域文化内涵，让我感受到诗和远
方的快乐。”已在淮阳游玩了两天的
张丽竖起了大拇指。

淮阳历史文化底蕴厚重，旅游
资源得天独厚。这里不仅有伏羲文
化、农耕文化、姓氏文化、儒家文化
等大量传统文化元素、符号、手工艺
等，还有“城中有湖、湖中有城”的龙
湖国家湿地公园，拥有万亩水域

“生态名片”。
“抬头即胜景，低头有碧波。这

在北方城市中比较少见，淮阳不愧

是文化古城、北方水城。”慕名而来
的网友李涛也有同感。

近年来，淮阳区本着“宜融则
融，能融尽融”的原则，多渠道进行
文旅融合发展探索，用文化的养分
滋养旅游，用旅游的载体繁荣文化，
城乡处处好风景。

着力挖掘伏羲文化、龙文化、荷
文化、非遗文化等，在丰富景区景点
文化内涵上下功夫，“一陵一湖一古
城、二老三皇享盛名、四冢五墓六公
祠、七台八景湖中映”的“数字淮
阳”，以太昊陵、龙湖湿地公园科普
馆为系列，近 20条主题旅游线路辐
射多处景点。

提升城市品质品位，新建、改
造街头公厕、街头游园、垃圾中转
站等公共设施，依托中心城区设施
和重点景区，培育观光游憩、文化
体验、特色餐饮、时尚购物等旅游经
济产业，进一步丰富居民和游客的
愉悦感。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秦川）“在朝歌老街，每
座老屋都浸透着光阴的味道，每条
小巷都通往历史的记忆。”作家王剑
冰在《老街不老朝歌常新》一文中对
淇县朝歌老街如是描述。如今，这
条承载着当地群众记忆的街区重现
往日风貌。

10月 31日，在淇县中山街，工
人们正忙着修剪道路两旁的苗木，
一处处精心打造的街区景观吸引了
不少市民参观。他们身后，李家大
院、人民戏院、供销社旧址等历史建
筑已修缮完毕。

“我们以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试点县建设为契机，深度挖掘古城资
源，先后建设了朝歌老街一期、沬水
河‘一河五园’、卫国故城遗址公园、
文昌阁复建工程等一批项目，融合文
化元素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淇县住建局建设股股长牛平昌表示。

淇县古称朝歌，是商朝末期都
城和西周卫国都城。近年来，该县

将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作为城市建设
的重要抓手，以国家级全域旅游示
范区创建为引领，以旅游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探索“景、城、
乡”三位一体、互为联动的全域旅游
发展模式，实现了从“景点游”向“全
域游”转变。

淇县灵山街道办事处赵庄村，
一条 200米长的彩虹滑道从山顶蜿
蜒至山腰，该项目最大坡度 30度、
最大落差 20米，让不少年轻人在感
受“速度与激情”的同时高呼过瘾。

“赵庄村地处太行山深山区，为
了发展旅游业，我们围绕传统村落
保护、农耕文化等主题积极谋划项
目，努力打造集‘吃住行游购娱’于
一体的完整旅游业态。”鹤壁市委党
校派驻赵庄村第一书记张伟说。

2019年，赵庄村接待游客60万
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130 万
元。赵庄村成为淇县打造全域旅游
品牌的闪亮名片。

（下转第四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

淇县 全域旅游美美与共
淮阳 文旅融合城乡共美

“技能豫军”队伍持续壮大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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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1日，一场聚焦数字产业发展的盛

会——2020 年数字郑州生态峰会在郑州拉

开帷幕。

这场盛会的“看点”颇多，其中备受关注

的郑州“数字军团”再添新丁，由第一批的

100 家，增至此次第二批在内的 200 余家。

另一吸睛之处是：数字经济人才“招育”体系，

以此次峰会为标志，完成了基础“底座”的搭

建，将面向国内和国际吸纳、培育数字产业发

展急需的专业人才。

□本报记者 李林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 刘晓波）
来自全省气象站的天气数据，在这里计
算、转化为天气预报信息，再通过省气象
局发布到千家万户；一个农作物分子设计
育种项目的测序数据，以前通常要计算
2—3个月，在这里只需要半个月……这
里，就是依托郑州大学建设的国家超级
计算郑州中心。

10月 31日，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
心建设项目顺利通过科技部组织的专
家验收。这是全国第 7家批复建设的
国家超级计算中心，也是科技部出台认
定管理办法后批复建设的首家国家超
级计算中心。副省长霍金花，省政协副
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州大学校长
刘炯天等出席了验收会。

自2019年 4月国家批复筹建以来，
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建设项目加快推
进，在较短时间内机房建设全部完成，主

机系统安装调试完毕，配备的新一代高性
能计算机峰值计算能力达到100Pflops
（1Pflops等于每秒一千万亿次的浮点运
算），存储容量为100PB，经中国高性能
计算机性能TOP100专家组鉴定，主机
系统测试实际持续性能居国际同期前列。

在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建设过
程中，我省坚持建设工作和应用培育

“双线并行”，首批已部署了作物分子设
计育种、精准高性能天气预报、关键零
部件抗疲劳数字制造等一批重点应
用。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超
级计算郑州中心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将以应用
需求为导向，立足河南、服务全国，重点
围绕数字经济、社会管理、精准医学、环
境治理、人工智能等方面开展重点特色
应用，为河南省乃至中西部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③5

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通过验收

积极融入 主动作为 构建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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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新征程 创造新伟业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今日进入正式登记阶段

10月29日，开封爱思嘉农业嘉年华的花卉竞相绽放。该项目占地面积360亩，是开封市乡村振兴试点项目。园区致力
打造中原地区集现代农业示范、农业科普教育、乡村特色亲子游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农业旅游目的地。⑨3 牛书培 摄田园调色板

5年来
各类创新工作室共获得国家专利 1.1万项
创新成果2.6万项
转化创新成果 1.45万项
直接经济效益290多亿元

制图制图//王伟宾王伟宾

我省参与网上练兵职工
从2016年的2万多人次
增长到2019年的3000多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