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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0日，省委书记王国生主持召开省平安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平安中国建
设工作会议要求，研究部署平安河南建设工作。省长尹弘出
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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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月 11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重
要指示指出，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开展
平安中国建设，为推动经济发展、维
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全作出了重
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建设更高水平的平
安中国意义重大。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共
建共治共享方向，聚焦影响国家安
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

深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深化
平安创建活动，加强基层组织、基础
工作、基本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平安
中国建设科学化、社会化、法治化、智
能化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加强对平安建设的组织领导，研
究解决体制性、机制性、政策性问题，
切实肩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的政治责任。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 10 日在
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会上传达习近
平重要指示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

以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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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总目标，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共建
共治共享为导向，以防范化解影响安
全稳定的突出风险为重点，以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平
安创建活动为抓手，建设更高水平的
平安中国。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张军出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冯芸）11月 11
日，省委书记王国生到南阳理工学院宣
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并调研城市
发展、生态保护、文化建设等工作。

在南阳理工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
孵化园，王国生查看创新创业成果，询
问大学生创业经历和感受，他叮嘱学
校负责同志，要围绕市场用人需要，深
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不断提升大学
生创新意识、实践能力。他强调，要持
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以创新引领创
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建设良好创新创
业生态系统。王国生与师生们一起交
流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感
悟和体会，他勉励青年学子，要把握时
代机遇，扛牢历史责任，自觉把个人前
途命运与国家、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
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在建设
现代化河南的实践中成就青春梦想。

他强调，要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
五中全会精神有机融入思政课堂，以
小事情谈大道理，用身边人讲身边事，
从小切口讲大变化，推动五中全会精
神入脑入心。

在张仲景方药与免疫调节重点实
验室，王国生了解方药研发、人才培养
等情况，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瑰
宝，在推进健康河南建设特别是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充分
发挥河南中医药大省的独特优势，在中
医药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药品研发上
下功夫，推动中医药在传承创新中实现
新发展。他强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把创新摆在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实现
科技自立自强，要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打好关键核心技
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

王国生沿途查看城市生态系统建

设情况，与市民群众亲切交流，听取对
城市建设的意见建议，强调要以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为契机，统筹好生产、生
活、生态三大布局，建设好改善生态体
系的城市绿芯、提升城市品质的文化
核心。在调研中，王国生详细了解城
市规划、文物保护、市场消费等情况，
指出南阳文化底蕴深厚、文化氛围浓
厚，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
精神，筑牢文物安全底线，统筹好文物
保护、传承和利用，推动文旅融合发
展，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他强调，要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为指引，把坚持扩大内需这个
战略基点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
机结合起来，聚焦新业态、新模式，培
育新型消费需求，提升消费供给品质，
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穆为民参加宣讲和调研。③5

本报讯（记者 归欣）11月11日，省
长尹弘主持召开第 105次省政府常务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
演讲精神，传达李克强总理在河南考察
时提出的要求，研究全省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殷墟保护等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主旨演
讲站位高远，传递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坚
定信心和战略定力，为实行高水平对外
开放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入领会精
神实质，进一步提高站位、扛稳使命，坚
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要积极融入新
发展格局，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提
升开放通道等传统优势，打造高能级开
放平台，拓展开放合作空间，对接长三

角一体化等重大国家战略，在开放型经
济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要促进外贸
创新发展，加快发展跨境电商等新业态
新模式，培育外贸新动能和竞争新优
势，利用进博会带动效应促进河南企业
高质量融入全球化竞争。要着力优化
营商环境，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
营造开放便利的投资贸易环境，增强对
外开放竞争力。

会议传达了李克强总理对河南工
作提出的要求，强调各地各部门要重点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突
出抓好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工作；
持续抓好粮食生产，扛牢国家粮食安全
重任；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就医
就业住房等民生实事；发挥中心城市引

领带动作用，抢抓先机推动郑州在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中迈出更大步伐；加快新
兴产业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推动装备
制造业等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抢抓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会议研究了《河南省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若干规定》，指出建立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是打造
现代政府、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各级政府特别是
行政机关负责人要提高思想认识，从
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高度把握和
落实出庭应诉制度，正视差距不足，强
化责任担当，提高法治素养，带头做好
出庭应诉工作，（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田宜龙 郭歌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始
建于北魏的龙门石窟已逾千年，作为石窟
文化与黄河文化交融的精华，在践行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
中迎来了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年。

“丝路华光——敦煌、云冈、龙门石窟
艺术联展”备受追捧、“夜游龙门”持续升
温、六大考古成果发布、“三区融合”硕果
盈枝……龙门石窟再次进入“高光时刻”，
为洛阳守护历史文脉、传承中华文化作了
生动注脚。

临黄河而知中国，临河洛而知华夏。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洛阳历史文
化底蕴深厚，文化遗产和历史遗迹众多。

“十三五”期间，洛阳市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构建文化传承创新体
系，坚持保护固态、传承活态、发展业态，
探索出将文物保护利用和惠民利民相结
合的特色之路，在赓续千年的河洛大地

上，书写承古耀今的保护、发展、传承新篇
章。

扛牢使命 探索文化遗产
保护新模式

国庆节期间，随着 2020 年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中秋晚会的播出，隋唐洛阳城应
天门惊艳亮相，让这一文旅打卡地“红上
加红”。

保护继承好文化遗产，是历史和民族
赋予洛阳的神圣使命。

“做好文物保护利用传承工作,是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省委、省
政府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坚定文化自
信、传承中华文脉的历史担当。”省委常
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在调研隋唐洛阳城
国家历史文化公园建设工作时表示。

洛阳是国家“一五”期间重点建设的
工业城市，156项重点工程中，洛阳占了7
项。为保护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不被破坏，
洛阳创造性地提出了“撇开老城建新城”
的建设思路，（下转第五版）

习近平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全 面 提 升 平 安 中 国 建 设 水 平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尹弘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王国生到南阳理工学院宣讲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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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赵春喜 张广起 阮淮凤

11月 10日早上6时，周口市淮阳
区郑集乡李庄村，薄雾朦胧中透出简
朴的美丽。没等闹钟响，残疾人李同
富就起床到鸡棚内，哼着小曲给鸡打
草、喂食、加水、清棚……由昔日“光棍
户”变成了“致富能人”，李同富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觉得浑身有使不完
的劲。

“2017 年，我从银行贷款 3 万元
搞养殖，当年就脱贫了。当模范，娶媳
妇，有钱花，我咋也没想到，我还能过

上这样的好日子！”李同富说。
贫穷，对于李同富来说，已经成为

历史；对于淮阳区来说，也成了历史。
淮阳区古称宛丘、陈、陈州，是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人祖伏
羲氏定都和长眠地。作为大别山连
片特困地区重点县之一，2018 年年
底，145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全部退出
贫困村序列。2019 年 5 月，淮阳县
脱贫摘帽，退出贫困县序列，交出了
一份脱贫攻坚的满意考卷。2019年
12月，淮阳顺利撤县设区，正式融入
周口市中心城区版图，迎来更多发

展机遇。
风正时济，仍需加劲冲刺；接力

奔跑，全胜就在今朝。“摘帽不是终
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淮
阳区委、区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中央、
省委和市委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地以
脱贫攻坚统揽全局，提高政治站位，
扛稳政治责任，增强政治担当，带领
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咬定目标，压实责
任，按时保质完成脱贫攻坚各项目标
任务。”淮阳区委、区政府领导代表全
区干群表示。

（下转第三版）

淮阳 一鼓作气 决战到底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关心浦东开发开放纪实

□本报记者 石可欣

中原鲲鹏生态创新中心、中原
动力智能机器人公司、中科院计算
技术研究所大数据研究院……11
月 10日，“我眼中的‘十四五’”集中
采访团来到郑州市郑东新区中原科
技城智慧岛，感受新基建为经济发
展注入的动力。

“我们创新中心目前主要做的
事情有两件，一件是系统的适配认
证，另一件是人才的培养。”中原鲲
鹏生态创新中心品牌培训总监吕东
阳告诉记者。

2019年，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
部署下，在华为公司的鼎力支持下，
以黄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主体，中
原鲲鹏生态创新中心落户郑州。

创新中心围绕“软件生态发展”
开展工作，着力打造我省唯一、服务
中部、面向全国的鲲鹏软硬件适配
中心，将有力推动我省数字经济跨
越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在全国 18个创新中心中，无
论是从人才生态，还是从软件生态、

适配数量上来看，河南都排在第一
位。”吕东阳说。

可以当迎宾员的双足机器人、
轻便易折叠的医疗机器人、会自己

爬楼梯的保洁机器人……在中原动
力智能机器人公司，不少智能服务
机器人让人眼前一亮，仿佛瞬间进
入了未来智能生活时代。

在新基建的大背景下，人工智
能被纳为七大板块之一，为智慧城
市发展提供助力。

今年5月，作为中原科技城首批
签约企业，中原动力智能机器人公
司正式落户郑州。公司依托德国汉
堡大学多模态技术研究中心和上海
理工大学机器智能研究院，打造独
有的人才培养机制，建立一个以技
术创新为原动力的新型科技企业。

该公司市场总监李晓峰表示，
公司将产品重点置于智慧物业，智
能制造和智慧医疗领域，力争三年
内打造一个在国内乃至国际智能机
器人行业的独角兽，五年内实现科
创板上市。（下转第二版）

新基建助力经济跑出“加速度”郑
州

郑州郑州龙湖北部片区中原科技城芳容龙湖北部片区中原科技城芳容
初现初现。。 本报资料图片本报资料图片

11月 10日，在中原动力智能
机器人公司，工作人员在介绍机器
人功能。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11月 8日至 10日，中央驻豫媒体和

省内媒体记者组成采访团，深入郑州、周口、商丘、许昌等地进行集中采访。

他们用手中的笔和镜头，回顾“十三五”我省取得的辉煌成就，展望“十四五”

美好蓝图，汇聚起全省上下奋力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磅礴力量。②49

开新局 我眼中的“十四五”

出彩中原 魅力无限
——“我眼中的‘十四五’”集中采访活动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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