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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 3月 25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近日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扩大改革开放，推动科技创新，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
安全，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取
得更大进步，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上展现更大作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
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在创造高品
质生活上实现更大突破，奋力谱写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
仲春时节，八闽大地一派勃勃生

机。3月 22日至 25日，习近平在福建
省委书记尹力、省长王宁陪同下，先后
来到南平、三明、福州等地，深入国家公
园、生态茶园、文物保护单位、医院、农
村、企业、学校等，就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推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等进行调研。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首批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之一。22日下午，习近平来
到公园智慧管理中心，察看智慧管理平

台运行情况。该中心综合运用智能化
技术，实现了对公园“天地空”全方位、
全天候监测管理，提升了生态保护能
力。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
在福建工作期间就推动了长汀水土流
失治理、木兰溪防洪工程等重大生态保
护工程，并于 2000年推动福建率先在
全国探索生态省建设。经过长期努力，
福建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
习近平指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目的就是按照山水林
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保持
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统
筹保护和发展，有序推进生态移民，适
度发展生态旅游，实现生态保护、绿色
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

武夷山是乌龙茶、红茶的发源地。
习近平来到星村镇燕子窠生态茶园，察
看春茶长势，了解当地茶产业发展情
况。习近平强调，要统筹做好茶文化、
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
发展方向，强化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
通环境，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要
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让广大科技
特派员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离开茶园，习近平乘竹筏沿九曲溪
察看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和自然景观。在
九曲溪畔的朱熹园，习近平详细了解朱
熹生平及理学研究等情况。他指出，要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生命力。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
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
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近年来，三明医改以药品耗材治理
改革为突破口，坚持医药、医保、医疗改
革联动，为全国医改探索了宝贵经验。
2016 年 2月，习近平主持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听取了三明医改
情况汇报，要求总结推广改革经验。
23日上午，习近平来到三明市沙县总
医院，在住院楼一层大厅听取医改情况
介绍，向医护人员、患者了解医改惠民
情况。习近平强调，人民健康是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三明医改体现
了人民至上、敢为人先，其经验值得各
地因地制宜借鉴。要继续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
改善基层基础设施条件，为人民健康提
供可靠保障。

（下转第五版）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3 月 25
日，省政协主席、辛丑年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协调领导小组组长刘伟主持
召开拜祖大典推进会，强调要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提高政治站位，以高立意高标准筹办
好拜祖大典，为实现“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建设现代化河南汇聚强大
合力。

会议听取了辛丑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组委会关于大典筹备工作进展情
况的汇报，研究了九项仪程实施方案、
宣传活动筹办、网上拜祖祈福平台建
设等工作。与会同志就做好筹备工作
作了发言。

刘伟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前一
阶段拜祖大典筹备工作成效。他强
调，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开启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
诞。办好今年的拜祖大典，对于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凝聚各
族各界共识，服务“十四五”开好局起
好步和现代化河南建设，助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特殊
重要的意义。要坚持立意要高、标准
要高，着力提升大典的影响力吸引力
亲和力，营造全球华人根脉相连、心
脉相通的舆论氛围，打造华夏儿女共
同的精神家园。要紧盯重点任务和
关键环节，认真细致做好每项工作，
确保拜祖大典流畅、顺遂。要增强责
任意识，须臾不可放松地严格落实常
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为拜祖大典安全
有序举办提供坚实保障。

省政协副主席周春艳出席会议并
提出具体建议，指出要进一步优化拜
祖大典和系列活动方案，充分利用 5G
技术和新媒体平台，展示好传播好黄
河文化和黄帝文化，激发共拜先祖、共
襄伟业的精神力量。

省 政 协 秘 书 长 汪 中 山 出 席 会
议。③6

□本报记者 刘一宁 本报通讯员 耿之本

小说《红岩》中英雄许云峰的原型是谁？逮
捕他的国民党特务是谁？……3月 22 日一大
早，方城县驻郑州党总支书记殷晓章跟往常一
样拿出手机，点击进入驻郑党总支“云讲堂”微
信群，向群内数百名流动党员推送新一期党史
文章。

方城县驻郑州党总支成立于2005年 8月，
是河南省最早成立的一家驻外党组织。去年

“七一”后，方城县驻郑州党总支就利用微信等
新平台开展学习教育，让流动党员了解革命前
辈的奋斗历程、学习革命前辈的家国情怀。

流动党员的居住地和工作地相对分散，流
动性较大，如何让他们在学习教育中不“掉
队”？“我们除了每天在群里推出图文并茂的党
史文章外，还定期举办专题党课。”殷晓章介绍，

“云讲堂”微信群里既有党建顾问又有党建指导
员，大家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提问，
互动交流，共同提高。

在开设“云讲堂”的基础上，方城县驻郑州
党总支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党
史专题学习，让流动党员既能“分散学”，又能

“集中学”。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
精神等专题讲座正在陆续推出，《中国共产党
革命精神系列读本》也成为广大流动党员的必
读书目。

“如今，不少方城籍在郑州务工人员主动向
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南阳市驻郑党工委
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创新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外建党组织，提振他
们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激励他们利用自身优势
为家乡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③9

□刘婵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福建考察时强调，

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

位，把创新作为一项国策，积极鼓励

支持创新。创新不问“出身”，只要

谁能为国家作贡献就支持谁。

英雄不问出处，创新不问“出

身”。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新时代，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

行稳致远。现实中，从探月工程

嫦娥五号任务实现多项创新，到考古盲盒

等文创产品“爆款”频现，从做强种子“芯

片”确保粮食安全，到 5G 赋能让笨重的钢

结构起舞，创新蕴藏着澎湃动力、激荡着

强大力量。创新不仅是年轻人的事，也不

是 只 有 科 技 工 作 者 才 需 要 具 备 创 新 能

力。事实上，人人皆可创新，不唯年龄、不

唯学历、不唯职业，只要积极进取、敢想敢

做，就能进行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创新。

创新不问“出身”，那要问什么呢？问

思维，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是凭经验翻

老皇历，不是循旧例找教科书，而是总能

够努力想新办法、找新出路。问氛

围，宽容是创新的前提，试错是创

新的路径，在一种“鼓励探索，允许

失误”的良好氛围中，“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才将纷纷涌现。问机制，

按照“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

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

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战略方向，推动科技

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依然是当

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

敢问路在何方？让一切劳动、知识、技

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

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必将

形成人人皆可创新、人人尽

展其才的生动局面！3

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强调

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

3月 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这是22日下午，习近平在南平武夷
山市星村镇燕子窠生态茶园，同科技特派员、茶农亲切交流，了解当地茶产业发展情况。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3月 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这是24日下午，习近平在福州福建
福光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同企业员工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刘伟在辛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推进会上强调

以高立意高标准筹办好拜祖大典
汇聚建设现代化河南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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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教育在基层

创新不问“出身”

关注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

学学党史党史 悟悟思想思想 办办实事实事 开开新局新局

启航新征程
百年路

小麦产业链转化能力不断增强

三星堆首次发现“丝”
跟中原之间有“丝绸之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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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高质量发展节奏加快“十四五”开局底气更足

关键“五招”中原粮满仓

安钢软件研发的摇臂机器人⑨6 本报记者 陈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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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小麦种植面积逐年增加优

快 高科技小麦机播、机收速度加快

卖 优质小麦卖出了好价钱

绿 小麦生产绿色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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