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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打造文旅融合新地标

聚焦“十大战略”之五

谱写全面建设现代化驻马店更加出彩绚丽篇章
——访驻马店市委书记鲍常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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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18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 10月 18日召开会议，研
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
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 11月
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
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的决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
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
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决议
稿提请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
主、集思广益，广泛听取了党内外各
方面意见和建议。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听取各
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
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各地区各
部门各方面和党的十九大代表对决
议稿给予充分肯定，一致赞成决议稿
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认为决议稿
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主题鲜明、总结
全面，同时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
议。决议稿吸收了各地区各部门各
方面意见和建议。

会议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
党忠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壮
美画卷，使近代一百多年饱受奴役和
欺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使具有五
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

向现代化，使具有五百多年历史的社
会主义思想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
家开辟出成功道路，使新中国大踏步
赶上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
光明前景。

会议强调，在党的长期奋斗历程
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
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革
命、建设、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积累
了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的重大成
就、积累了新的宝贵经验，彰显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
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我国国际
地位日益巩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
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
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
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
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会议指出，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
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
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保持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
生活而奋斗。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记者 陈茁 张体义 温小娟）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迎
来百年华诞之际，10月 18日，在三门峡市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考
古学大会开幕式上，公布了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北京周
口店遗址、舞阳贾湖遗址等100项发现入选。其中，河南14个
项目上榜，位居全国第一，再一次印证了河南文物大省、考古强
省的地位。

百年来，经过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
累累硕果。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
组织开展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遴选推介活动。经过各地文物

主管部门审核、专家提名，最终确定321项作为候选项目参选，
通过初评、终评等严格程序，最终选出百项考古大发现。

河南此次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 14项重要发现为：
舞阳贾湖遗址、新郑裴李岗遗址、渑池仰韶村遗址、三门峡庙底
沟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郑
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含洹北商城、后冈遗址）、三门峡虢国墓
地、洛阳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许
昌白沙宋墓。这是继“中国20世纪 100项考古大发现”评选中
河南17项入选后，再次折桂。③9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冯芸）10月18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研究人大工
作、老龄工作、文物考古、经济运行、安全
稳定、意识形态、“双减”工作等。省委书
记楼阳生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出席，省
政协主席刘伟列席。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关于老龄工
作的重要指示、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
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研究我省
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立意
高远、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一篇充满马
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纲领性文献。要深
学细悟笃行，强化理论武装，坚持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新
时代人大工作，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扎实推进全过
程人民民主，加强改进立法工作，提升人
大监督质效，提高依宪依法治理能力，充
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全面加强人大自身
建设。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老龄工作机制，
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坚持党委领导、政府
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加快构建以居
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
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更好满足老年人
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推动我省养老服务水
平在“十四五”期间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
水平。会议强调，要自觉肩负起文化大
省、文物大省的责任担当，以上对五千年
文明负责、下对子子孙孙负责的态度，加
强遗产保护，守护历史文脉，深化考古研
究阐释，提升文物管理能力，扎实做好文
物保护和考古工作。要把夏文化研究作
为重大专项课题，深入研究、集中攻关，努
力在国家形成、文明探源等方面取得新进
展、新突破。要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学科
建设、队伍建设，注重引育一流人才、一流
团队，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考古学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河南贡献。

会议听取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视察河南重要指
示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要把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作为现代化河
南建设的总纲领、总遵循、总指引，与历
次视察河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贯通起
来、一体落实，转化为做好工作标杆标
尺、方向路径、思路举措，确保条条落实、
件件落地、事事见效。（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决定11月8日至11日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
讨论拟提请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揭晓

河南14项入选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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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归欣）10月 18日，
香港河南联谊总会成立大会举行，全
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香港会场出
席活动，省长王凯在郑州会场致辞，
并为纪念鼎揭彩。

受省委书记楼阳生委托，王凯代
表省委、省政府，向香港河南联谊总
会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向关心支持河
南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他指出，河南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
的重要发祥地，经过多年不懈努力，
已经由农业大省转变为经济大省、新
兴工业大省，在全国大市场、大流通

中的枢纽地位日益凸显。当前，河南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奋勇争先、更加
出彩”的殷殷嘱托，紧抓构建新发展
格局战略机遇、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
高质量发展政策机遇、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历史机遇，锚定

“两个确保”奋斗目标，全面实施“十
大战略”，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
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王凯表示，豫港两地同根同祖、
血脉相连，长期以来，香港各界朋友
和广大旅港乡亲为河南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截至
2020年年底，香港在豫累计设立企业
6411 家，实际到位资金 1144.6 亿美
元，已成为河南吸收境外资金的主要
来源地和重要贸易伙伴。今年灾情
疫情期间，旅港乡亲捐赠 2亿多元款
物驰援河南，体现了血浓于水的骨肉
亲情，1亿河南人民感恩于怀、铭记于
心。

就进一步加强豫港交流合作，王
凯向总会和旅港乡亲提出三点希
望。一是秉承爱国爱港爱乡宗旨，坚
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决支

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
施政，为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贡献
更大力量。二是发挥豫港交流平台
作用，积极服务香港和河南建设，携
手推进豫港交流合作取得新成效、再
上新台阶。三是立足香港、情系桑
梓，引导更多港资港商港企到河南发
展，促进更多河南资源和特色产品走
进香港。河南将大力支持总会发展，
为旅港乡亲和香港各界朋友到豫投
资创业、兴办公益事业提供便利条
件，创造最优环境。

孙守刚、徐济超、张亚忠出席。③9

香港河南联谊总会成立大会举行
梁振英出席 王凯致辞

1010月月1818日日，，在郑东新区龙子湖智慧岛在郑东新区龙子湖智慧岛，，吉祥物郑郑喜迎八方来客吉祥物郑郑喜迎八方来客。。⑨⑨66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铮王铮 摄摄

本报讯（记者 刘婵）10月 18日晚，
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省民
政厅、省慈善总会等联合举办的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河南省慈善总会
建会20周年特别节目，在郑州隆重举行。

省委副书记孔昌生出席活动，向为
河南抗洪救灾捐赠5000万元以上的16
家单位颁发“抗洪救灾驰援河南慈善捐
赠突出贡献奖”。各省辖市、济源示范
区和有关县（市）慈善总会负责人，爱心
企业、爱心人士代表，慈善志愿者代表
等约300人参加活动。

特别节目在河南抗洪救灾诗朗诵
和合唱《让世界充满爱》的歌声中拉开
帷幕，分为因爱而生、与爱同行、为爱向
前三个篇章，通过情景剧表演、舞蹈、歌
曲、视频短片等丰富多彩的形式，生动
讲述河南慈善及“99公益日”的发展和
成就，大力宣扬慈善精神，营造全民慈
善氛围，向为河南慈善事业无私奉献的

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致敬。
节目现场，还举行了首届“河南慈

善之星”事迹宣传等活动，为最具爱心
慈善之星、最具爱心捐赠个人之星、最
具爱心捐赠企业之星、最具爱心项目之
星颁发证书。18家机构和个人集中向
省慈善总会捐赠2.95亿元，支持河南灾
后重建工作。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慈
善总会共同发起了全民慈善倡议，并启
动慈善20年传递仪式。

据悉，5年来，省慈善总会共募集款
物 100多亿元，救助困难群众近 300万
人次。在今年 7月我省特大洪涝灾害
救助中，省慈善总会积极作为，通过媒
体和募捐平台发起“防汛抗洪驰援河
南”慈善项目，为全省防汛救灾和恢复
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公乐、副省
长陈星、省政协副主席朱焕然等领导出
席活动。③6

弘扬慈善力量 谱写时代华章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河南省
慈善总会建会 20 周年特别节目举行

孔昌生等出席

□本报记者 逯彦萃

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业
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的
重要途径。

近年来，以“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为核心的“双创”活动在中原大
地上浪潮涌动。随着各项政策逐
步推进，“双创”环境不断优化，创
新成果累累盈枝，创客群体不断壮
大。

2021 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活动于 10月 19日至 25日举行，
主会场设在郑州。这是对河南和
郑州“双创”工作的充分肯定，也必
将助力中原大地“双创”走向升级
版。

创业行动不断涌现

10月 17日，在中国中原大学生
创业孵化园内，链韵物流公司的创客
李晓磊正带领大学生研发团队为上
海一家物流企业打造“一站式”数字
服务平台。而在这个孵化园内，活跃
着上百个这样的创客团队，带动了数
千名大学生未毕业就实现了就业。

高校毕业生创业带动高质量就
业，农民工回乡创业带动“家门口”
就业。

在周口市瑞能服帽有限公司的
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加班加点赶
制冬季的订单。企业负责人唐书景
自从 2010年返乡创业以来，不仅企

业规模不断壮大，还带动当地约
4000人在“家门口”就业。

河南人民的创业热情有多高？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河
南实有市场主体数量居全国第5位。

深化“证照分离”改革等一系列
政务服务，为创客开公司敞开了大
门；创业产业园迎风生长，给创客创
业提供了舞台；实施政银合作，设立
各类创业基金，为创客成长送来源
头活水；减费降税政策，服务创客轻
装前行……创业在高校毕业生、农民
工、转业军人等群体中已蔚然成风。

创新成果不断突破

汉威科技董事长任红军曾经向

公众分享了企业成长为行业领军的
秘诀——唯有不断创新才能使创业
行稳致远。

河南历来重视创新，创新成果
在各行各业不断涌现。中铁装备集
团自主研发的大断面矩形盾构机不
断刷新世界纪录；郑州大学研发的

“神十二”航天员出舱面窗，为中国飞
天贡献河南力量；小麦育种专家茹振
钢教授团队研发的“百农”系列品种，
让国人吃上了更多河南粮……

省委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践行
“十大战略”，并把实施“创新驱动、
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作为“十
大战略”之首，向全省传递了加大创
新的强烈信号。

（下转第五版）

河南迈向“双创”升级版
写在2021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开幕之际

高质量创新创造 高水平创业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