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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27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5月 27日召开会议，审议《中
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的重要形式，是凝聚智慧、增进共识、
促进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制定

《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对
于加强党对政治协商工作的领导，提
高政治协商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
化水平，坚持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
度，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具有重
要意义。

会议强调，做好政治协商工作，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
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通过党领导下的政治协
商工作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确保政
治协商正确的政治方向，提升政治协商
效能。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
焦凝聚共识，通过政治协商求同存异、

聚同化异，在根本问题、重大问题上统
一认识，把各方面力量紧密团结在党的
周围，推动形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
合力。党委（党组）要加强对《条例》实
施的组织领导，抓好贯彻落实，把党中
央关于政治协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
策部署落到实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记者 冯芸 马涛）5月 27日，河南省城
商行改革重组成功暨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牌仪
式在郑州举行，标志着我省地方金融业改革发展又
迈出了一大步。省委书记楼阳生出席并讲话。省长
王凯出席。

楼阳生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牌。中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合作机构代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楼阳生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中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成立表示祝贺，对有关方面给予的支持表
示感谢。他指出，省委决定以中原银行吸收合并3家
银行的方式改革重组城商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重大决策，是进一步
促进带动、支撑保障河南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是
全面深化金融改革、打造金融旗舰劲旅、做优做强地
方金融机构的具体行动。要以重组揭牌为新起点，
以改革创新为不竭动力，“扎根中原、深耕中原、依靠
中原、服务中原”，为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
略”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和坚实金融支撑。

一要志存高远，打造一流城商银行。对标国际
国内一流银行，围绕“服务最好、定价最优、效率最
高”，加快理念转型、体制转型、业务转型、数智转型，
不断提高金融创新能力、经营管理能力、抗风险能
力，努力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业务创新力、品牌公
信力、社会影响力的现代化城商银行。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冯芸 马涛）我省省直事业单位重
塑性改革基本收官，取得重要标志性成果。5月 27
日，新组建的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等 10家事业单位、河南省豫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
3家企业集团集中揭牌仪式在郑州举行。省委书记
楼阳生出席并讲话。省长王凯出席。

楼阳生为13家事业单位和企业集团揭牌。主管
厅局、事业单位、企业集团代表作发言。

楼阳生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新组建的事业单
位和企业集团揭牌运行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省
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事业单位改革的
重要论述，把省直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摆在我省全
面深化改革大局中统筹谋划，加强顶层设计，注重整
体架构，强化协同实施，有力有序推进，改革任务基
本完成。新组建的事业单位和企业集团要锚定“两
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进一步提高站位、躬身入
局、挺膺负责，不断展现新作为、干出新气象、作出新
业绩，当好全省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排头兵”、现代化
河南建设“生力军”。

一要把准功能定位，服务全省大局。事业单位
是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立足
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以正在做的事情为基础，以肩
负的使命为依托，按照专业性、技术性、研究性定位，
强化公益属性，重塑职能体系，为科学治理服务，为
高质量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下转第二版）

国办印发

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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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5月 27日电 近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自建房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方案指出，全国自建房安全专
项整治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汲取事
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远近结
合、标本兼治。严格落实地方党委
和政府属地责任，按照“谁拥有谁负

责、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
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依法依规彻
查自建房安全隐患。推进分类整
治，消化存量。完善相关制度，严控
增量，逐步建立城乡房屋安全管理
长效机制。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

楼阳生在省直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部分新组建事业单位和企业集团集中揭牌仪式上强调

把准功能定位增强服务效能
当好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排头兵”

王凯出席

河南省城商行改革重组成功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牌成立

楼阳生讲话 王凯出席

5月27日，省委书记楼阳生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牌。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蔡迅翔 摄

5月27日，省委书记楼阳生为部分新组建的事业单位和企业集团揭牌。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蔡迅翔 摄

我省“一揽子”就业政策都有啥
——“千方百计稳就业”系列报道之一 02│要闻

“典”亮乡村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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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种方式打开“郑州之夜”
04│要闻

本报讯（记者 冯芸 马涛）5 月 27
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研究经济
运行、“三区三线”划定、设计河南建设、
豫东南高新区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
省委书记楼阳生主持并讲话。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
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正确认识和
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传
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国稳住
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会议指
出，要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清醒保持定
力，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善于危中寻机、
化危为机，抢抓国家政策机遇，强化创新
驱动，坚定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努力实
现二季度“双过半”。要注重内外兼顾，
把疫情防控放在各项工作之首，加速推
进常态化48小时免费核酸检测、场所码
全覆盖、交通卡口无感通行等，启动防疫
生产双线运行机制，最大限度保证企业
不停产、项目不停工、商贸不停业；多措
并举稳外贸，细分市场、细分产品，创新
模式、创新业态、创新服务，不断增强外
贸综合竞争力。要加快政策兑现，用足
用好国家一揽子政策，集成配套地方政
策，完善政策直达机制，尽快尽早充分释
放政策红利。要下足绣花功夫，强化政
策落实跟踪问效，逐行业、逐企业、逐项
目走访，逐链条、逐环节、逐岗位分析，打
通堵点、连接断点、消除痛点，精准解决
企业难题，充分挖掘潜力、激发动力。要
稳定扩大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岗位供给，
创新形式促进人岗对接，抓好重点群体
就业培训，加大对大学生、返乡人员创业
支持力度，充分释放创业带动就业“倍增
效应”。要加强监测调度，把经济运行监
测调度具体到行业、企业，建立健全实时
调度机制，准确把握经济运行态势，及时
研究政策措施，增强精准性、科学性、有
效性。要牢牢守住底线，抓实抓细防汛
备汛、“三夏”生产和粮食收储、安全生
产、社会稳定等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创
造良好环境。

会议传达学习“三区三线”划定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
意见。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进
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高质量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划定“三区三
线”，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要坚持全省一盘棋，着眼长远发展、多规合
一，立足保重点、保战略，实施差异化策略，优化空间布局结构，推动资源要素高
效配置。要提高土地节约集约水平，盘活存量、做优常量、抓好变量，向规划要空
间、向结构要空间、向空间要空间，加大单位面积要素投入强度，提高亩均产出效
益，走集约化、内涵式发展道路，为现代化河南建设留足发展空间。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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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8500万亩小麦
进入机收大会战

本报讯（记者 郎志慧 刘晓
波）好一曲动听的丰收“重金属摇
滚”。5月27日，唐河县湖阳镇张湾
村种粮大户赵建成的100亩麦田里
机声隆隆，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像
跳动的音符。“今年收成不错，一亩
地能打1200斤。”运粮车上的赵建
成喜笑颜开。

农机手郭林忠来自山东菏泽：
“一下高速，县农机中心卡口工作人
员就给我分配了作业地点，乡镇卫
生院到地头给我做核酸检测，当地
政府还给我联系了宾馆，一路绿
灯。”

冲天麦香透中原。据省农业
农村厅统计，截至 5月 27日，全省
已收获小麦 567万亩，标志着我省
8500多万亩小麦迎来机收大会战。

“夏粮丰收了，全年经济就托底
了。”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夏粮是河南全年粮食生产的
第一仗，为打好今年这“第一仗”，河
南从小麦播种到现在，一直都在拼。

“前两天，县里专家来测产，亩
产至少1100斤，有这样的收成太不
容易了。”站在地头，8个月前麦播
时的艰辛，浚县种粮大户付太华仍
历历在目：农田被淹没两个月之久，
土壤水分大，整地作大难，部分地块
去年11月底才种上。

去年，因遭遇严重洪涝灾害，我
省小麦播期普遍推迟，有1000万亩
小麦晚播。和付太华一样，当时很
多人都心存疑虑：麦子能不能种
上？种上了面积够不够？麦苗能不
能长好？

全省组织实施“全力以赴保夏
粮丰收”行动；各级政府稳政策、稳
种植面积；省农业农村厅派出18个
小麦专家指导组，线上线下打通麦
播技术服务“最后一米”。返青期结
束时，全省一、二类苗接近九成，与
常年基本持平。

苗情转化刚刚松一口气，虫情
病情挑战又来了。农业农村部专家
预测，我省小麦中后期病虫害将偏
重发生。给小麦治“未病”，我省未
雨绸缪，以豫南6市为重点，开展赤
霉病、条锈病统防统治，累计防治
8582.9 万亩次，基本实现应防尽
防。小麦灌浆期，全省上下完成“一
喷三防”8856万亩次，实现“一喷多
防、一喷多效”。

“开局不利，转化良好，丰收在
手”，把拼出来的小麦“逆转”态势，
变为粮仓满满的胜势，河南面临大
考。麦收到来之际，全国疫情多点
散发，如何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三
夏”生产，牵动着父老乡亲的心。为
无法返乡农民开展代收代种代管服
务，“两码两证两优先”，小麦收割线
推进到哪里，核酸检测服务就跟进
到哪里……有了这些“硬核”措施，
如今沿着由南向北的河南麦收路
线，每天有3.2万台联合收割机，不
舍昼夜疾行在广袤沃野。

春争日，夏争时。在小麦成熟
的最后几天，付太华还在忙着喷施
营养液，确保好收成。在等待麦收
的时候，有许多乡亲像付太华一样，
努力到最后。今年河南的小麦丰
收，稳了！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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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之年战三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