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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9月 28日
上午，省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二十次
会议在郑州开幕。省政协主席刘伟
主持会议。

会议首先通过了省政协十二届
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议程。会议传
达学习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
八次会议、全国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
作经验交流会精神和省委十届十三
次全会、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有
关人事事项草案的说明；印发了省政
协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二届四次
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
2021年重点提案督办工作情况的报
告。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原主任、华中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
究院院长宋洪远应邀到会，以“乡村
振兴战略要点和政策举措”为题作
辅导报告。

刘伟在主持会议时说，宋洪远同
志从乡村振兴战略时代背景及形成
过程、战略要点和主要内容、“十四
五”重点措施等三个方面对乡村振兴
战略进行了全面解读，对我们准确理
解乡村振兴战略、围绕“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开
展专题议政很有帮助。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省委工作会议就做好“三农”工作提
出了新要求。（下转第三版）

新华社北京 9 月 28 日电 中央人
才工作会议 9月 27日至 28日在北京召
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要坚持党管人才，坚持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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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
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
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 2035 年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为
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打好人才基础。

李克强主持会议。栗战书、汪洋、赵
乐际、韩正出席会议。王沪宁作总结讲
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在百年奋斗
历程中，我们党始终重视培养人才、团结
人才、引领人才、成就人才，团结和支持
各方面人才为党和人民事业建功立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人才是实
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
资源的重大判断，作出全方位培养、引
进、使用人才的重大部署，推动新时代人
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人
才队伍快速壮大，人才效能持续增强，人
才比较优势稳步增强，我国已经拥有一
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不断优化、
作用日益突出的人才队伍，我国人才工
作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进入了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我们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实现我们的奋斗目
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关键。综合
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是衡
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
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我们必
须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
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人才强国、什
么是人才强国、怎样建设人才强国的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
念新战略新举措。一是坚持党对人才工
作的全面领导，二是坚持人才引领发展
的战略地位，三是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四是坚持全方位
培养用好人才，五是坚持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六是坚持聚天下英才而
用之，七是坚持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
的环境，八是坚持弘扬科学家精神。以
上 8条，是我们对我国人才事业发展规
律性认识的深化，要始终坚持并不断丰
富发展。

习近平强调，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
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必须把握战略主动，
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我们的目标
是：到 202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大
幅增长，科技创新主力军队伍建设取得

重要进展，顶尖科学家集聚水平明显提
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不断增强，在关键
核心技术领域拥有一大批战略科技人
才、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到
2030年，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制度体
系基本形成，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显
著提升，对世界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明显
增强，在主要科技领域有一批领跑者，在
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有一批开拓者；到
2035年，形成我国在诸多领域人才竞争
比较优势，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
人才队伍位居世界前列。

习近平指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
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需要进行战略布
局。综合考虑，可以在北京、上海、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一些高
层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也要着力建设
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开展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集中国家优质
资源重点支持建设一批国家实验室和新
型研发机构，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为人
才提供国际一流的创新平台，加快形成
战略支点和雁阵格局。

习近平强调，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改革。要根据需要和实际向用人主体
充分授权，发挥用人主体在人才培养、引
进、使用中的积极作用。用人主体要发挥
主观能动性，增强服务意识和保障能力，
建立有效的自我约束和外部监督机制，确
保下放的权限接得住、用得好。用人单位
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用不好授权、履
责不到位的要问责。（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出席 王沪宁讲话

本报讯（记者 归欣）9月 28日，省
政府迎国庆茶话会在郑州举行，省长
王凯出席并致辞。

受省委书记楼阳生委托，王凯代
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驻豫解放
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出席茶话会
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代表，关

心支持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友人、
外国专家和在豫外宾致以节日的问候
和美好的祝福。他说，新中国成立 72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人
民紧紧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团结一致、
艰苦奋斗，推动河南由传统农业大省发
展成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新兴工业大

省、文化大省，成功实现从温饱不足到
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转变。

王凯指出，今年以来，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关心关怀下，在省委的坚强
领导下，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迎
难而上、众志成城，全力打好防汛救

灾、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三场硬仗，灾
后重建工作有力有序推进，经济社会
保持稳定恢复增长，展现出强劲的发
展韧性和活力。河南将永远铭记国家
部委、中央企业、兄弟省市、社会各界、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给予的援助和
支持，把 1亿人民在战洪灾、抗疫情过
程中凝聚形成的巨大精神力量，转化
为推动现代化河南建设的磅礴动力，
奋进新征程、夺取新胜利。

王凯表示，当前河南站上了新的
历史起点，到了可以大有作为的关键
阶段，（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归欣）9月 28日，省长、
省总河长、黄河省级河长王凯在郑州市检
查指导黄河防汛工作，强调要进一步扛牢
政治责任，突出堤坝、水库等重点部位加强
巡查巡守，把防汛抢险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确保黄河安全度汛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王凯冒雨来到郑州市花园口广场，沿
黄河大堤查看雨情水情，详细了解当前防
汛形势，询问控导工程运行、险工险段排查
等情况，叮嘱值班人员发扬连续作战精神，
加强夜间等重点时段值守巡查，确保风险
隐患发现在早、处置在小。

王凯强调，此轮降雨过程时间长、范
围广，给黄河防汛工作带来了挑战，各地
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松懈情绪，
精准调度指挥，强化会商研判，以高度负
责精神、有力有效举措，全力以赴保障安
全度汛。要确保堤坝安全，加强力量配
备，备足抢险物料，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
值班值守制度，把防汛责任落实到人、到
岗、到位。要确保水库安全，全面加快除
险加固工作，科学行洪泄洪、降到安全水
位，统筹好上下游、左右岸，兼顾好防汛抗
灾和蓄水保水。要确保群众安全，及时发
布气象、雨水情信息，强化监测预警和应
急处置，积极做好滩区群众转移避险准备
工作，最大限度防范灾害发生。

武国定一同检查指导。③5

本报讯（记者 陈晨）9月 28日，在中国共产党鹤壁市第十届委员会第一
次全体会议上，马富国当选鹤壁市委书记。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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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开幕
刘伟主持

省政府举行迎国庆茶话会
王凯出席并致辞

本报讯（记者 何可）9月 28日，在中国共产党郑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
次全体会议上，徐立毅当选郑州市委书记。③7

马富国当选鹤壁市委书记徐立毅当选郑州市委书记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国新办发表《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

（据新华社电）

详见06~08版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冯芸）9月 28
日，省委书记楼阳生在郑州与亚布力
中国企业家论坛轮值主席张文中等企
业家举行工作会谈。省长王凯出席。

楼阳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亚布
力论坛理事会成员一行表示欢迎，感
谢广大企业家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和
防汛救灾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
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
人口大省、经济大省、新兴工业大省，
区位优势明显，产业体系完备，消费市
场广阔。今年 7 月份以来，面对特大

洪涝灾害的严峻考验，河南坚决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
考察河南时的部署要求，全力打好防
汛救灾和疫情防控两场硬仗，灾后重
建全面展开，经济形势持续恢复向
好，展现了发展的韧劲后劲。当前，
河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奋勇争先、
更加出彩”殷殷嘱托，提出了“两个确
保”奋斗目标、实施“十大战略”、推动
新发展格局下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大部署，特别是我们大力实施创
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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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建设
国家创新高地，努力在国内大循环和
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成为关键环、中高
端。建设现代化河南离不开科学家、
企业家的创新创造创业，民营企业是
创新创业的重要主体和重要力量，河
南将加快构建一流创新生态、产业生
态，让科学家专注创新、企业家安心
创业，让高质量发展活力动力充分涌
流、竞相迸发。亚布力论坛汇聚了国
内优秀的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希望大

家更多了解河南、布局中原，共享新机
遇、共创新未来。

张文中、陈东升、胡葆森、丁立
国、艾路明、王均豪、俞渝等介绍了企
业发展、在豫合作情况，就推动河南
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一致表
示，河南有着良好产业基础和发展势
头，亚布力论坛成员将进一步发挥优
势、抢抓机遇，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
作水平，为现代化河南建设作出积极
贡献。

穆为民、周霁、何金平参加会谈。③7

楼阳生与亚布力论坛企业家举行工作会谈
王凯出席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9月 28日，在中国共产党濮阳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
次全体会议上，杨青玖当选濮阳市委书记。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平）9月 28日，在中国共产党许昌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
次全体会议上，史根治当选许昌市委书记。③5

本报讯（记者 卢松）9月 28日，在中国共产党漯河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上，刘尚进当选漯河市委书记。③7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9月 28日，在中国共产党商丘市第六届委员会第
一次全体会议上，李国胜当选商丘市委书记。③7

杨青玖当选濮阳市委书记 史根治当选许昌市委书记

李国胜当选商丘市委书记刘尚进当选漯河市委书记

9月 27日至 28日，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总书记说到过这样一些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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