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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铮 冯芸）10月 9
日，省委书记楼阳生到郑州市郑东新
区，调研中原科技城规划建设、省科学
院重建重振工作。

在郑东新区象湖文化公园，楼阳
生查看中原科技城规划建设、省科学
院项目选址情况。在鲲鹏软件小镇综
合展示中心，楼阳生听取软件小镇功
能定位、规划理念、工程建设情况汇
报，了解产业用地、人才政策、企业进

驻情况，指出要聚焦主导产业，优化空
间布局，合理规划产业用地，以一流政
策、一流生态集聚一流人才、引进一流
企业。要围绕软件“卡脖子”技术，加
强基础研究、应用型研究和原始创新，
推动迭代性、颠覆性、原创性技术突
破，持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
争力。

在中原科技城投资促进中心，楼
阳生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中原科技

城规划建设、省科学院重建重振方案
汇报。楼阳生指出，建设中原科技城、
重振重建省科学院，事关创新发展，事
关现代化河南建设全局，要把中原科
技城、省科学院融合发展，作为实现

“两个确保”，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
省、人才强省战略的重大举措，加强顶
层设计，做好系统谋划，确保在高地上
起高峰。

一要建好中原科技城。要学习借

鉴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科研平台建
设经验，以超前眼光、国际视野，科学
谋划中原科技城功能定位、规划理念、
空间布局、体制机制，坚持高水平设
计、高标准建设，确保高水准起步、高
质量发展。

二要搭建科研大平台。要遵循创
新活动规律，顺应科技发展趋势，按照
新型研发机构要求，坚持管理制度现
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
化，立足中原整合创新资源，面向全国
集聚创新优势，放眼全球引进高端人
才、开展科研合作，建设覆盖科技创新
全周期、全链条、全过程的开放式创新
平台。

三要创设创新新体制。体制机制
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活力之源。要创新
管理运行、人才引育、成果转化、激励
评价等机制，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提升
创新活动效能，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科
技创新架梁立柱，打造一流创新生态，
最大限度激发各类创新主体、市场主
体、人才团队的创新创业创造活力。

四要政产学研用一条龙。要既注
重基础性研究，也注重应用性研究，推
动相互贯通、协同创新，以基础性研究
支撑应用性研究，以应用性研究带动
基础性研究取得原创性成果，在更多
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
让更多科研成果成为产品产业。

五要全省统筹一盘棋。要加强组
织领导，坚持专班推进，站位全省系统
谋划，统筹协调、形成合力，聚焦产业
集群、产业生态、创新生态等重点任
务，抓好研发、中试、生产等关键环节，
为建设国家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为建设现代化河南增势赋能。

孔昌生、穆为民、徐立毅、霍金花
参加调研。③9

本报讯（记者 冯芸 马涛）10 月 9
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与河南省人民政
府在郑州举行科技创新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签署仪式暨第一次工作推进会。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武维华出席并讲话，省委书记楼阳生出席
并致辞，省长王凯出席。

武维华指出，此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签署，是九三学社中央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四新”“三好”要求和发挥中国新型政党
制度优势的具体行动，是贯彻中央人才工
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助力地方科技
创新发展的又一平台载体，可谓正当其
时、正应其势。河南地处中原，是农业大
省、经济大省。近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坚定践行新发展理念，扎实推进
高质量发展，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中取得
了一系列显著成绩，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呈
现出好的气势、好的态势、好的趋势。九
三学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认
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
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党和国
家中心工作和重大战略的实施，开展了一
系列议政调研活动，提出多项意见和建
议，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此次协议签
署，有利于九三学社更好地建言资政、凝
聚科技创新共识、开展重要课题研究，提
升河南科技创新能力，助力河南高质量发
展。

武维华强调，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
正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希望双方建好机
制干实事，切实帮助河南解决一些科技创
新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干一些实实在在
的科技创新发展项目实事。要集中力量
谋大事，充分发挥九三学社中央智力密集
优势，聚焦科技创新、黄河生态环境保护、
农业生产结构优化调整等重大课题。要
共同发力做好事，围绕解决河南乃至国家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遇到的一些
困难和问题，确立课题，深入调研，多出成
果，助力河南营造更加有利于促进科技创
新发展的政策环境和体制机制。

楼阳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武维华一
行来豫调研指导表示欢迎，对全国人大常
委会及九三学社中央长期以来给予河南
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4次亲临河南视
察，多次作出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现代
化河南建设提供了总纲领、总遵循、总指
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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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作
为“十大战略”之首，着力打造一流创新生态、重塑一流创新平台、培育一流创新主
体、汇聚一流创新人才、构建一流创新制度，加快建设国家创新高地。九三学社是
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界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长期以来
为国家科技进步、创新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这次九三学社中央与河南省开展科
技创新战略合作，必将为我省打造国家创新高地、建设现代化河南注入强大动
力。恳请九三学社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发展，把河南作为参政议政的调研
实践基地，发挥优势助力河南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支持帮助河南更好融入国家
重大战略、提升发展位势。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合作新起点，推动战略合作结出更
加丰硕成果，为国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更大贡献。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张桃林、赖明，省领导孙守刚、穆为民、霍金花、张亚忠出
席签署仪式。③6 □于晴

10 月 8 日 ，全 省 第 二 期“ 三 个 一

批”活动在郑州举行。当天共有 1383

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开工、投产，总

投资额超 1.1 万亿元。佳节刚过，大抓

项 目 、大 抓 发 展 的“ 冲 锋 号 ”已 经 吹

响。观察此次开工项目会发现，各地

百花齐放，代表新基建、新技术、新材

料、新装备、新产品、新业态等“六新”

项目占据 C 位：

焦作集中开工项目 154个，涵盖先

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

等领域；濮阳签约项目 27个，涵盖新能

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洛阳伊川

县年产 40万吨高温新材科技产业园开

工建设……“六新”代表着先进生产力

变革趋势，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方

向。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主抓

手，我省正以“六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

主攻方向，优势再造、换道领跑，努力在

新兴产业上占据主动，在未来产业上

把握先机，培育更多发展新动能。

聚焦“六新”，项目落地有载体。产

业集聚区、科创园区等开发区在项目吸

引、产业形成方面有着显著的集聚效

应，是培育增长动能的重要场域。前不

久，中原科技城迎来周岁生日，一年时

间就交出了不俗成绩：阿里巴巴、华为、

上汽集团等大牌名企、科技企业坐落于

此。其中，启迪睿视年度营收突破 1亿

元，由张建伟院士领衔的中原动力机器

人项目已经研发出智能保洁、智能巡检

和智能目检 3款机器人，机器人核心零

部件关节模组实现量产。以平台引项

目，以项目“蓄能”高质量发展。一年起

步，中原科技城累计引进各类优质项目

143个，总投资超1600亿元，认定各类高

层次人才908人。

利用好开发区、产业集聚区、科创

园区这些区域经济发展的活跃增长点，

发挥其在顶层设计、发展模式、政策机

制等方面的优势，使项目建设这个主抓

手与开发区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相

协同，形成抓经济工作的完整链条和体

系，我们才能真正让好项目开花结果，

释放出促进新旧动能转化的牵引力。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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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阳生到郑州市中原科技城调研时强调

加强顶层设计 做好系统谋划
在建设国家创新高地中起高峰

聚焦“六新”谋未来

10月9日，省委书记楼阳生到郑州市调研中原科技城规划建设情况。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蔡迅翔 摄

绿色智造闯新路 全域旅游作典范
共同富裕走前列
——访焦作市委书记葛巧红

高端高端

访谈访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标
准化发展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
术支撑，是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要方
面。标准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基础性、引领
性作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迫切需

要进一步加强标准化工作。为统筹推
进标准化发展，制定本纲要。

纲要提出，到 2025 年，实现标准
供给由政府主导向政府与市场并重
转变，标准运用由产业与贸易为主向
经济社会全域转变，标准化工作由国
内驱动向国内国际相互促进转变，标
准化发展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
型转变。标准化更加有效推动国家
综合竞争力提升，促进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
大作用。

到 2035年，结构优化、先进合理、
国际兼容的标准体系更加健全，具有
中国特色的标准化管理体制更加完
善，市场驱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
会参与、开放融合的标准化工作格局
全面形成。

全文详见河南日报客户端

水文站工作人员正在准备
实测黄河洪峰流量。⑨6 本报
记者 聂冬晗 摄

“我们和洪水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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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成 代娟 王永乐

金秋十月，被称为“共城大地”的
辉县市重现生机，在遭遇强降雨和疫
情冲击的双重打击后，这座太行山下
的古城已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正
悄然发力，迎来新生：

10月 8日，在全省第二期“三个一
批”活动中，辉县市共签约涉及乡村旅
游、食品加工和机械制造业等行业领
域的项目14个，总投资达64.1亿元。

10月10日，在位于辉县市冀屯镇的
冀祥新区文化广场南，作为全省第一个
装配式村民住房雨后重建项目，冀屯镇
安置区开工建设，将惠及该镇6个村庄
47户房屋倒塌户和223户D级危房户。

这个“国庆黄金周”，辉县市各旅
游景区人气十足，共接待游客122.5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161亿元，其中

A 级景区接待游客 28.181 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 1155.6万元，分别是 2019
年的94.88%和 50.81%。

10月10日晚8时，夜幕降临，霓虹
渐显。在位于辉县市南关附近的地摊
小吃街，各色小吃一字排开，此起彼伏
的叫卖声里，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

群众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
——全力应对 准备充分

位于新乡市西部的辉县市，地势
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境内有宝泉、石门
等中小型水库 27座，峪河、石门河、黄
水河、纸坊河等7条排洪河道从山间流
出汇入卫河。汛期强降雨极易引发自
然灾害，每到夏季，辉县人“防汛”这根
弦总是绷得紧紧的。

7月 13日，全省召开防汛工作电
话会后，辉县市委主要负责人立即安

排落实各项任务，并提出要深刻吸取5
年前辉县强降雨的惨痛教训，确保全
力应对、准备充分！

强降雨来临前，辉县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组织相关责任单位对全市河道、水
库、南水北调、城区、煤矿塌陷区等领域
进行了全面隐患排查，并根据实际情况
落实防汛物资储备。辉县市委、人大、
政府、政协四个班子的领导成员入住所
包乡镇，各乡镇成立防汛指挥部，组建
防汛救援队，各村成立防汛突击队，加
强演练，随时待命，并对孤寡老人、留守
老人、低收入群体等住户，实行重点排
查，及时抢险排涝，转移安置。

7月 17日，辉县市境内开始陆续
出现小区域、间歇性降水，紧接着，雨
水越下越猛，造成辉县市 27座水库有
史以来首次全部溢出！汛情之严峻远
超5年前，给辉县造成惨重损失。

据初步统计，这次全市直接经济
损失67.94亿元。值得欣慰的是，由于
吸收了之前强降雨的教训，辉县市近
年来对境内所有水库进行了整修加
固，同时对全市 110个地质灾害点 24
小时值班监测，并在汛期前对全市所
有河道进行了清理疏浚，水库溢出通
道畅通，人员转移迅速，群众生命财产
损失被降到最低。

“有党的领导，再大天灾也不怕！”
——不等不靠 快速修复

强降雨刚从城区退去，城管、卫生
防疫部门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再次奋
战在路上，修复被冲毁的路段，清理雨
后的垃圾。

降雨中，辉县市583家工业企业损
失金额14.9亿元。特别是纺织、食品、
电子及装备制造企业，（下转第三版）

辉县：劫后重生 悄然发力

大会亮点提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