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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丁 宋晓东 刘怀丕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
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出台后，河南制定了
《关于在新时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中奋勇
争先的实施意见》，提出“打造国家创新高地、
先进制造业基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区、
现代交通物流枢纽和改革开放新前沿”的战
略定位，努力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中彰显新
担当、新作为。

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日前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河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寄
予河南“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新
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的殷殷嘱托，
努力实现直道冲刺、弯道超车、换道领跑，在
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确保入局而不是出局，向
着大而优、大而新、大而强和高又快、上台阶
不断迈进。

增强前瞻性，全面实施“十大
战略”

楼阳生认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河南，关键
是要持续落实“四个着力”“四张牌”等重大要
求，把准战略方向、突出战略重点、明晰战略
路径，通过实施一大批变革性、牵引性、标志
性举措来育先机、开新局。

“在充分测算论证的基础上，河南以前瞻
30年的眼光想问题、作决策，提出确保高质量
建设现代化河南、确保高水平实现现代化河南
的奋斗目标，全面实施‘十大战略’。”楼阳生说。

一是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
战略，把创新摆在发展的逻辑起点、现代化建
设的核心位置，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全力建设
国家创新高地。

二是实施优势再造战略，推动交通区位
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内需规模优势向
供需协同优势转变、产业基础优势向产业链
供应链优势转变。

三是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构建新型数
字基础设施体系，发展数字核心产业，推进数
智赋能，全方位打造数字强省。

四是实施换道领跑战略，在未来产业上
前瞻布局，在新兴产业上抢滩占先，在传统产
业上高位嫁接，在生态圈层上培土奠基。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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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在我省揭牌，标志着我省在打造国

家创新高地、搭建一流创新平台上迈

出重要一步，对于破解种业“卡脖子”

难题，扛稳农业“粮袋子”意义重大。

河南是农业大省，在小麦、玉米、

花生、棉花、芝麻等农作物品种选育

方面全国领先，但人均耕地面积少、

农业经营收入低一直是制约发展的

“瓶颈”。成立神农种业实验室，视野

不局限于一时一域的北方传统农作

物，而是要发挥优势，优化布局，打造

汇聚南北方、覆盖粮蔬果、贯通产学

研的种业创新链条，打造服务国家战

略、代表国家水平的种业科技力量，

让希望的田野上种更多的河南种，中

国人的饭碗里盛更多的河南粮。

把“种”播撒在希望的田野上，人才

是关键。破除思维定式、优化创新资源

配置、打造新型研发平台，才能不断推

动体制机制创新；创新人才引育机制，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引育并重、以用为

本，才能聚集起一流人才、高端人才；创

新交流合作机制，实行“揭榜挂帅”“赛

马制”等，才能构建起一流的创新生态。

事不避险，行不畏难。成立神农

种业实验室，吹响了我省不断向种业

科技前沿进军的号角，锚定目标、迎

难而上、加压奋进，我们一定能在中

原大地起高峰，为我国种业科技创新

作出更大贡献。1

本报讯（记者 刘婵）丰收鼓、震天
响，金扁担、幸福长，又到瓜果飘香、稻黍
收成的时节。9 月 23 日，时值秋分，
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会
场活动在焦作市武陟县嘉应观乡举行。
来自全省各地的农民朋友们在此欢聚，
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省委副书记孔昌生、副省长戴柏华
等出席活动。

上午10点，在《唱支山歌给党听》的
熟悉旋律中，主会场活动正式拉开帷
幕。随后，孔昌生等为河南省2021年高
素质农民创业创新大赛获奖代表颁奖。

鲜切花、降糖辣椒等20余种生态养

生蔬菜，应用植物工厂、基质栽培等十来
种新型栽培模式……在现代农业展示
区，河南智慧农业发展前沿成果集中亮
相。孔昌生等走进展区，与农民群众、农
业育种育苗专家一起感受现代农业科技
魅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农民
送上节日祝福。（下转第五版）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9 月 23
日，由全国政协办公厅、省政协主办
的“旗帜飘扬——党旗国旗军旗诞生
珍贵史料展”在郑州升达艺术馆开
幕。省政协主席刘伟出席开幕式并
宣布展览开幕。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刘家强，陈
舜、陈兆明、赵素萍、陈星、周春艳、谢
玉安、高体健、张震宇、朱焕然、程志
明等领导同志出席开幕式。

省政协副主席周春艳代表省政
协致辞。她说，举办这次展览是我省
坚定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实际行动；
是省政协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决
策部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主动服务全省党史
学习教育的自觉行动；是我省发挥区
位优势，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

“两个确保”的乘势之举；也是加强思
想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密切各民主党
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社会各界人士
团结协作的应有之义。展览将党旗、
国旗、军旗诞生的珍贵史料展现在观
众面前，为立足省情、高质量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搭建了优质的红色教育和交
流平台。相信举办本次展览，必将激
励社会各界深入传承红色基因、牢记
初心使命，（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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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权威访谈

中原沃野庆丰收 万户农家感党恩

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会场活动在武陟举行
孔昌生等出席

习近平今晚将以视频方式
在2021中关村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冯芸）9月 23
日，在庆祝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之际，神农种业实验室揭牌成立。省
委书记楼阳生出席并讲话，省长王凯
出席。

在省农业科学院，楼阳生为神农
种业实验室揭牌，王凯向中国工程院
院士张新友颁发神农种业实验室主任
聘书。楼阳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实
验室的成立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农
民、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工作在“三农”
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问候。他
指出，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
产业，事关中国人的饭碗，事关国家粮
食安全。省委、省政府决定，以国家生
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为基础，整合全
省种业科技资源和力量，成立神农种
业实验室。这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河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的重大举
措，也是落实省委工作会议部署、推进

“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的具体
行动，标志着我省在打造国家创新高
地、搭建一流创新平台上又迈出了重
要一步。

楼阳生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推进
种业振兴的重要论述和在第四个“中
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
指示，集中资源、集中力量建设国内最
好种业研发平台，勇于登攀、勇于创
新，不断向着种业科技前沿进军，开创
种业强省建设新局面，为实现种业科
技自立自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
积极贡献。

一是发挥优势、攥紧拳头，全力打
造国家种业战略科技力量。河南作为
农业大省、种业大省，推进种业振兴大
有可为、大有作为。要坚持立足河南、
服务全国、面向全球，用足用好用活我

省种业技术和资源优势，下定决心、拼
尽全力，争创国家种业实验室，打造服
务国家战略、代表国家水平的种业科
技力量，让中国的田野里种上更多河
南种子，让中国人的饭碗里装有更多
河南粮食。

二是遵循规律、勇于开拓，着力攻
克关键核心技术。要面向世界生物育
种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科技需要、
面向农业生产主战场、面向广大农民
需求，尊重科技发展规律，把握时代发
展趋势，着力扬优势、破卡点、补短板、

强基础，勇于攻坚克难，勇攀科技高
峰，全面提升我省种业科技创新能
力。要锻长板，围绕小麦、玉米、花生
等优势领域，加大研发投入，优化力量
布局，把特色做优、优势做强；拓领域，
进一步拓宽视野、拓展范围、提升水
平，打造汇聚南北方、覆盖粮蔬果、贯
通产学研的种业创新链条；攻难关，围
绕“卡脖子”技术，以孜孜不倦的努力、
持之以恒的探索，在种业关键技术上
取得突破。

三是创新体制、集聚人才，加快

构建一流创新生态。体制机制创新
是科技创新的活力之源，没有好的体
制机制，人才就引不来、留不下、用不
好。要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牵引，
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提升创新活动效
能，把实验室打造成为与国际接轨的
高水平、开放性、充满内生活力的新
型研发机构，为重塑我省实验室体系
积累经验、提供范式。要创新管理运
行机制，加快建立符合市场规律和商
业化育种要求的运营模式和管理机
制；（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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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上午，省委书记楼阳生为神农种业实验室揭牌。⑨4 本报记者 董亮 蔡迅翔 摄

本报讯（记者 归欣）9 月 23 日，河
南省与美国堪萨斯州举行结好 40周年
纪念活动，省长王凯出席，与堪萨斯州州
长劳拉·凯莉视频交谈，并代表河南省政
府与堪萨斯州政府签署双方建立友好省
州关系40周年谅解备忘录。

王凯在致辞中说，河南省与堪萨斯
州结好40年来，在两省州历届政府的积
极推动下，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下，多
层级多方面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农业、教
育、人文、经贸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开

创了两地交往的广阔空间，谱写了双方
友谊的华美诗篇。今年 7月下旬，河南
遭遇极端暴雨和洪涝灾害后，凯莉州长
第一时间向河南表达慰问和支持，让我
们深切感受到了堪萨斯州政府和人民的
深情厚谊。

就推动双方友好关系向更高水平、
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王凯提出四点
建议。一是积极服务中美友好关系大
局，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加强沟通协商，
促进两地全方位交往，打造中美地方合

作典范，为中美友好关系向前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二是持续拓展农业领域合作
成果，发掘各自潜能，加强产需对接，推
动两地企业开展大豆、肉类等农产品直
接进出口贸易，加强种子、动物保健制
药、食品加工等领域合作。三是不断扩
大航空制造服务投资，在航空材料、飞机
维修、人员培训、航空物流等方面，扩大
双向投资，实现互利共赢，更好造福两地
人民。四是更加密切人文领域交流交
往，（下转第三版）

我省与美国堪萨斯州举行结好40周年纪念活动
王凯出席

站上种业高峰，河南迈出一大步

奋力书写更加出彩的丰收答卷

02│要闻

本报讯（记者 归欣）9 月 23 日，省
长王凯与中国一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留平举行会谈，就开展务实合作进行
深入交流。

王凯欢迎徐留平一行到河南开展
投资考察，感谢一汽集团对河南经济
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河南是
经济大省、人口大省、文化大省、农业
大省，也是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

形成了装备制造、食品加工两大万亿
级产业集群，市场规模、人力资源、产
业基础、区位交通等优势日益彰显，与
一汽集团深入合作空间广阔。当前，
全省上下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河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
实《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扎实开展灾后恢复重
建，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坚持把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推动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重点培
育、未来产业谋篇布局，锚定“两个确
保”，全面实施“十大战略”，奋力建设

“四个强省、一个高地、一个家园”的现
代化河南。

王凯表示，汽车产业对地方经济发展
具有强大带动作用，也是“十四五”时期河
南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下转第三版）

王凯与中国一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留平会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尼泊尔文版首发式
和第三卷英文版推介会在加德满都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