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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1 日
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10 月 12 日以视频方式出席《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
旨讲话。

新华社北京 10月 1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月 11日就
一架俄罗斯飞机失事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国一架飞机在鞑靼

斯坦共和国失事，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谨对遇难者表
示沉痛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诚挚的慰
问。

本报讯（记者 归欣）10 月 11 日，省
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第 136 次常务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研究部署电力煤炭供应、保障经济平
稳运行、2021 年全国双创活动周筹备等
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
念辛亥革命 110周年大会上、中央人才工
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
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刻认
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在重温历史
中坚定理想信念，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发扬中华民族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
光荣传统，在共襄民族复兴伟业中贡献河
南力量。要把人才工作作为实现“两个确
保”的关键抓实抓牢，以重大项目建设为
平台，主动对接国家人才发展战略，深化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营造良好人才环
境，推动河南人才工作走在全国前列。要
正视和把握生物安全风险挑战，强化防控
治理，夯实科技基础，健全治理机制，牢
牢掌握生物安全工作主动权。

会议安排部署电力煤炭供应、保障经
济平稳运行工作。强调要强化统筹调度，
做好有序用电管理，加强电煤中长期协议
跟踪落实，提升外电入豫供给能力，在保
障安全生产前提下推动有潜力的煤矿释
放产能，加快储煤基地建设，提高应急保
障能力，确保今冬明春电煤供应，保障群
众基本生活和经济运行平稳。要锚定目
标、迎难而上，确保全年各项任务顺利完
成，毫不松懈打好黄河秋汛防御硬仗，全
面推进灾后重建，抓好重大项目建设，落
实帮扶政策推动市场主体加快恢复、持续
发展，加快消费市场回稳回暖，扎实推进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抓好秋冬农业生产，
提前谋划明年工作。

会议听取了 2021 年全国双创活动周
郑州主会场筹备情况汇报，强调要提高站
位、强化责任，严格标准、注重细节，加强
对接沟通，精心组织安排，积极营造氛
围，宣传好我省科技发展新成果新举措，
体现时代特色、促进就业创业、展现河南
亮点，把活动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成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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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铮 冯芸）10 月
11日，“墩苗育苗”计划交流任职干部
专题培训开班式在郑州举行，省委书
记楼阳生出席并讲话。

楼阳生代表省委向经过组织选拔
推荐考察后参加“墩苗育苗”计划的年轻
干部表示祝贺。他说，省委实施“墩苗育
苗”计划，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重要论述和视察
河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站在事关党和
国家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高度，
着眼未来5年、10年、15年乃至30年河
南现代化建设全局和高素质干部队伍
建设需要，作出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
性重大决策，充分表明了省委大力培养
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坚定决心，目的是
进一步树牢干部到基层培养、在基层成
长、从基层选拔的鲜明导向，在大风大
浪中锻炼、大风大浪中赛马、大风大浪
中选拔，为中原更加出彩奉献青春，为
现代化河南建设储备人才。

楼阳生指出，“宰相必起于州部，
猛将必发于卒伍”。年轻干部只有到
基层中去、到实践中去、到困难多的地
方去、到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
才能接地气、有底气，才能壮筋骨、长才

干。大家正值干事创业、成长成才的
大好年华，人生历程更是与全面建设
现代化进程高度契合，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要在你们手中一步步实现，这
是历史责任，也是时代机遇，生逢其时、
欣逢盛世，更当奋斗其时、不负韶华。

一要知重更要负重，勇敢扛起历史
使命。当前，我省发展站上新的历史起
点，迈上全面建设现代化河南的新征
程，省委工作会议提出“两个确保”奋斗
目标，作出“十大战略”和推动新发展格
局下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部
署。省委实施“墩苗育苗”，就是要用好
我们党培养干部的成功经验，遵循干部
成长规律，立足事业所需，把优秀年轻
干部放在基层广阔天地中来培养、来造
就，为现代化河南建设积蓄梯队力量。
要深刻领会省委的战略意图，带着强烈
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到改革发展
主战场、维护稳定第一线、服务群众最
前沿经受历练、接受检验，真正成为可
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二要深学更要笃行，坚定对党绝
对忠诚。“墩苗育苗”最首要的任务是
教育引导年轻干部强化政治历练、提
升政治能力，真正将“四个意识”“四个

自信”“两个维护”铸入血脉、融入细
胞、见诸行动。要把学懂弄通做实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必修课、首修课、终身课，深刻理
解党的创新理论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提高马克思
主义看家本领，拧紧“总开关”、筑牢

“压舱石”，以坚定的理想信仰信念引
领从政之路。要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
来，抓工作越具体越深入越实际，越能
练出好作风、真本事。要始终胸怀“两
个大局”、牢记“国之大者”，善于从政
治上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解决问题，
努力实现政治效果、经济效果、法律效
果、社会效果、长远效果相统一。

三要身入更要心入，自觉做到坚
定坚韧。这次“墩苗育苗”是任职而不
是挂职，是长期而不是短期，是“炼钢”
而不是“镀金”。要沉心安心，坚决摒
弃“过客”思想，真正沉下去、深下去，
尽快融入新岗位、熟悉新环境，以主人
翁的姿态留下来、干起来。要戒骄戒
躁，充分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虚心向班
子同志学、向基层干部学、向人民群众
学，当好小学生、练好基本功，稳扎稳
打、久久为功，切忌纸上谈兵、清谈废

务。要承压抗压，遇到困难不打“退堂
鼓”、不走“绕道路”，愈挫愈勇、越战越
强，在担重任、战难事、打硬仗中磨炼
毅力、保持定力、增强耐力。

四要扬长更要补短，锻造过硬能力
本领。要把在干中学、学中干作为练就
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的必由之路，在
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战斗中学会战斗。
要坚持实事求是，加强调查研究，用好
民主集中制这个重要法宝，吃透实情、
把握关键，不断提高科学决策能力。要
增强系统观念，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
统一，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不断提
高统筹协调能力。要坚持底线思维，立
足于防、立足于早，下先手棋、打主动
仗，注重源头化解、标本兼治，不断提高
应急处突能力。要走好群众路线，讲好
群众语言，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根本宗旨，不断提高群众工作能力。

五要敢为更要善成，用结果来答
题交卷。要敢做敢为，立下做大事的
志向，保持当战士的状态，传承弘扬焦
裕禄同志对群众的亲劲、抓工作的韧
劲、干事业的拼劲，勇于打头阵、攻难
关、争一流，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
检验的业绩。（下转第三版）

□本报评论员

人才自古要养成，放使干霄战风

雨。省委选派的第一批近千名“墩苗育

苗”干部，即将奔赴各自新的岗位。这批

干部来自全省各级各地各领域，是经过

组织选拔、推荐、考察后产生的，到岗后

进一步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在大风大浪

中赛马、在大风大浪中选拔，必将成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河南新征程上的

一支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选拔优秀

年轻干部是一件大事，关乎党的命运、国家

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福祉，是百年

大计”。在今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

平总书记又对年轻干部提出了48字成长

箴言，寄予了如山的厚望。省委前所未有

一次拿出近千个重要吃劲岗位来培养锻炼

年轻干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着眼未来5年、10年、15

年乃至30年河南现代化建设全局作出的

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重大决策，充分体

现了省委的政治担当和坚定决心，进一步

树牢了干部到基层培养、在基层成长、从基

层选拔的鲜明导向。

当前，我省发展站上新的历史起

点，迈上全面建设现代化河南的新征

程，省委工作会议提出“两个确保”奋斗

目标，作出“十大战略”重大部署。政治

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

年轻干部正值干事创业、成长成才的

大好年华，人生历程更是与全面建设

现代化河南高度契合，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将在这一代人手中一步步实

现。欣逢盛世，当不负韶华，广大年轻

干部要自觉把个人成长融入党的事业

发展大局，主动迎接挑战、努力工作、刻

苦锻炼，多做几次“热锅上的蚂蚁”，多

经受一些急难险重的考验，在打硬仗、

扛重活、攻难关中练出一身真功夫。

肩负着组织的信任、承载着人民的

重托，“墩苗育苗”干部要深刻领会省委的

战略意图和良苦用心，带着强烈的政治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到维护稳定第一线、改

革发展主战场、服务群众最前沿经受历

练、接受检验。要知重更要负重，勇敢扛

起历史使命，在广阔天地中展现作为、作

出贡献；要深学更要笃行，坚定对党绝对

忠诚，真正将“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

个维护”铸入血脉、见诸行动；要身入更要

心入，自觉做到坚定坚韧，及时调整心态，

尽快转变角色，主动适应岗位；要扬长更

要补短，锻造过硬能力本领，把在干中学、

学中干作为练就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

的必由之路；（下转第三版）

楼阳生在“墩苗育苗”计划交流任职干部专题培训开班式上勉励年轻干部

勇担历史使命 奋斗不负盛世
为现代化河南建设奉献青春贡献力量

为现代化河南建设培养梯队力量

禹州市因地制宜禹州市因地制宜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图为该市浅井镇书堂图为该市浅井镇书堂
山上的风力发电与光山上的风力发电与光
伏发电设施伏发电设施（（1010月月 1111
日摄日摄）。）。⑨⑨66 吕超峰吕超峰
赵俊杰赵俊杰 摄摄

本报讯（记者 刘婵）10月11日，全
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
村振兴领导干部培训班在郑州开班。
省委副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孔昌生出席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
村振兴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武装头
脑、提升素质、改进作风，为高质量完成
有效衔接任务提供坚强保障。

孔昌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
乡村振兴工作，在重要会议上高位推
动、顶层谋划，在地方考察调研中殷切
嘱托、提出要求，为我们做好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省委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多次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并将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列为“十大战略”之
一。我们要牢记“国之大者”，持续深

化对知大局、守底线、稳政策、防返贫、
固成果等重大要求的认识，进一步增
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扎
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走深走
实。

孔昌生强调，今年我省遭遇灾情
疫情叠加冲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的难度和压力进一步增大。要加强
学习思考，把参加此次培训作为开展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的实际行动，深
入学理念、系统学政策、善于学方法，
在增强能力本领上持续用力。要弘扬
伟大脱贫攻坚精神，克服麻痹思想，发
扬严实作风，坚持知重负重，在落实目
标任务上持续用力，力争在国家巩固
脱贫成果后评估中取得好成绩。

开班式后，副省长、省委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武国定作辅导报告。
本次培训班为期 1天半，以视频会议
形式召开。③6

孔昌生在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有效衔接乡村振兴领导干部培训班上强调

牢记“国之大者”增强能力本领
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走深走实

□本报记者 逯彦萃

金秋十月，位于周口港附近的益
海现代食品产业园项目工地，塔吊旋
转、工人穿梭，建设热潮涌动。这里
正“孕育”着一座“神奇”工厂，将来，
工厂可实现“吞下”粮食“产出”大
餐。这是我省推进“粮头食尾”“农头
工尾”的一个缩影。

“总投资从起初计划的80多亿元
追加到了当前的100亿元，两期工程建
成投产后可以提供超过 2000个就业
岗位，还可以带动超过5000个农民在
家门口就业。”10月11日，该项目相关
负责人韩霞告诉记者，项目涵盖玉米淀
粉及深加工、大豆压榨、油脂精炼、油脂

中小包装灌装、小麦面粉加工、发酵豆
粕、中央厨房等，可以有效推进农业全
产业链经营，促进粮食产业链条向精深
加工的下游项目延伸。“预计每年可实
现销售收入100亿元以上，促进农业提
质增效、农民持续增收。”韩霞说。

周口引入这样的大项目有何秘
诀？除了当地的农业资源优势与多式
联运优势，更重要的是企业被政府周到
的服务所吸引。为了服务项目顺利落
地，当地政府成立了工作专班。韩霞感
触最深的就是“快速”，行动快、决策快、
解决问题快。“拿地实现了当天挂牌、当
天办证，环境影响评估、节能评估一月
之内完成，这样的服务效率在全国范围
内都不多见。”（下转第三版）

店小二服务“三快”大项目落地“三早”

省委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项目为王，壮大市场主

体、创新主体，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整体跃升。各地

各部门深入贯彻省委工作会议精神，迅速形成大抓项目、抓大项

目、抓好项目的浓厚氛围。本报今起开设“探营重大项目”栏目，探

访我省重大项目的建设成效、攻坚精神、创新举措，总结各级各部

门服务重大项目的经验做法，深入反映重大项目建设起到的重要

支撑作用，充分展示“项目为王”工作导向带来的深刻变化。③5

编者按

探营重大项目

锚定“两个确保”交上出彩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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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关于开展法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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