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的历史起点以前瞻 30 年的眼光

想问题、作决策、抓发展，作出锚定“两
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重大部署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持续开展“万人助万企”、“三个一
批”项目建设、“四个拉动”等

●把创新摆在发展的逻辑起点、现代化

河南建设的核心位置，打出科技创新
和制度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的系列

“组合拳”

●创新发展已成为全省上下的广泛共

识、实际行动，成为现代化河南建设的

主旋律、最强音

●持续打好粮食生产这张王牌，粮食产

量连续5年稳定在 1300亿斤以上

●组建神农种业实验室，打造“中原农

谷”，在打好种业翻身仗上展现河南

担当

●深化“放管服效”改革，组建省行政

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省政务服务中心

●实施县域“三项改革”，做强市本

级，推动中心城市“起高峰”、县域经济

“成高原”

●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在守护母亲河、聚焦生态

河、依托文明河、打造数字河、建设幸福

河上持续发力

●调整规范省委议事协调机构，组建省

委财经委、省科创委等

●持续弘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

大别山精神

●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

●实施“墩苗育苗”计划

现代化河南建设

建设国家创新高地

建设农业强省

全面深化改革

坚持绿色低碳转型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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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委“中国这十年·河南”
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
楼阳生作主题发布并答记者问 王凯等回答有关提问

楼阳生与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举行工作会谈
省政府与中国工程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王凯出席

中国这十年·河南

这十年，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视察河南，寄予

我们“奋勇争先、更加出彩”的殷切期望。亿万河

南干部群众用行动践行“两个维护”，用成果感恩

领袖关怀，办成了一件件想办的大事要事，交出

了一份份真金白银的出彩答卷，迈上了一个个高

质量发展的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实现了

3万亿、4万亿、5万亿元的跨越，今年

我们有把握超过 6万亿元，为

稳大盘尽责任作贡献。

制图/周鸿斌

8月28日，中共河南省委“中国这十年·河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杜小伟 蔡迅翔 摄

出 十年向未来

新闻发布会主发布词、
答记者问实录

牢记嘱托 奋勇争先 更加出

02~08
争先竞风流 出 看中原

——中共河南省委“中国这十年·河南”主题新闻
发布会侧记

本报讯（记者 冯芸 马涛）8月 28日，
中共河南省委“中国这十年·河南”主题新
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楼阳生作主题发布并回答记
者提问，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凯回答有关
提问。

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周霁，省委常
委、常务副省长孙守刚，省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陈舜回答有关提问。省委新闻发言
人、省委常委、秘书长陈星主持发布会。

楼阳生在主题发布时说，这十年，习
近平总书记四次视察河南，寄予我们“奋勇
争先、更加出彩”的殷切期望。亿万河南干
部群众用行动践行“两个维护”，用成果感
恩领袖关怀，办成了一件件想办的大事要
事，交出了一份份真金白银的出彩答卷，迈
上了一个个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地区生
产总值实现了 3万亿、4万亿、5万亿元的
跨越，今年有把握超过6万亿元，为稳大盘
尽责任作贡献。

楼阳生从 6个方面介绍了十年来河
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

一是坚持把现代化河南建设作为中
心任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
和关键，把稳增长和调结构统一起来，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7.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现翻番。去年召开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在新的历史起点以前瞻30年的眼光想问
题、作决策、抓发展，作出锚定“两个确保”、
实施“十大战略”重大部署。今年以来，按
照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重大决策部署，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开展“万人助万企”、

“三个一批”项目建设、“四个拉动”等，上半
年生产总值增长 3.1%，不仅稳住经济大
盘，而且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我们有信
心有决心“勇挑大梁”，确保实现经济发展

“全年红”。
二是坚持久久为功建设国家创新高

地和重要人才中心。把创新摆在发展的
逻辑起点、现代化河南建设的核心位置，
去年研发经费投入首次突破 1000亿元，
今年前 7个月，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620.8
亿元、增长145.6%，创新发展成为现代化
河南建设的主旋律、最强音。深化“五链”
耦合，坚定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攻方
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占规
上工业比重分别提高到24%、12%，盾构、
新能源客车、光通信芯片、超硬材料等产
业技术水平和市场占有率居全国前列。

三是坚持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建设农
业强省。持续打好粮食生产这张王牌，累
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580万亩，粮食产量连
续5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今年夏粮总
产762.61亿斤、单产447.25公斤/亩，均再
创新高。着力实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等六

大行动，组建神农种业实验室，打造“中原
农谷”，在打好种业翻身仗上展现河南担
当。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
动酒业、奶业、中医药业振兴，农产品加工
业成为全省第一大支柱产业。如期打赢脱
贫攻坚战，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
机制，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四是坚持用改革关键一招破坚冰激活
力。深化“放管服效”改革，组建省行政审批
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省政务服务中心，贯通
省市县乡的一体化政务服务网全面建成，一
枚印章管审批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全面
推行，去年全省市场主体突破850万户、是
十年前的3倍，企业对营商环境的满意度提
升至90%。加快国资国企改革，省属国企盈
利创历史最好水平。有序推进地方金融改
革，中原银行吸收合并3家城商行、总资产
超过1.2万亿元。完成省直事业单位重塑
性 改 革 ，机 构 精 简 60.7% ，编 制 精 简
46.9%。实施县域“三项改革”，做强市本级，
推动中心城市“起高峰”、县域经济“成高原”。

五是坚持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
型。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黄河河南段建成标准化堤防501公里，
“四乱”问题动态清零，劣Ⅴ类水质断面全面
消除，30万滩区居民迁建任务圆满完成，沿
黄生态发生深刻变化。扛牢确保“一泓清水
北上”的政治责任，开展南水北调后续工程
建设等14个专项行动，丹江口库区及干渠河
南段水质保持Ⅱ类以上，累计调水超过500
亿立方米。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落实

“四水四定”，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2021
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256天，单位生
产总值能耗十年累计下降约37.3%。

六是坚持以党建“第一责任”引领和保
障发展“第一要务”。调整规范省委议事协
调机构，组建省委财经委、省科创委等，将党
的领导具体化制度化规范化。坚持新时代
好干部标准，圆满完成省市县乡村党组织换
届，抓好党史学习教育，开展“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实施“墩苗育苗”计划，打造适应现
代化河南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
伍。实施强基固本工程，开展“五星”支部创
建，“四治融合”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成
立省委督查委，围绕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
署落实情况常态化开展督查，形成闭环落实
机制。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

施细则精神，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持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日益巩固。

楼阳生说，回顾十年历程，河南发生了
令人鼓舞的深刻变化，展现出更加美好的发
展前景，这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
航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要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
毅前行，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
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发布会上，媒体记者围绕科技创新、
经济发展、高水平开放、生态保护、粮食安
全、深化改革、文旅文创融合、民生保障、
能力作风建设等重大问题积极提问，楼阳
生、王凯、周霁、孙守刚、陈舜用翔实的数
据、生动的事例，逐一认真作答。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新闻社、
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香港大公文汇传媒
集团、香港商报、河南日报、河南广播电视台
等媒体的110余名记者参加发布会。③9

本报讯（记者 冯芸 马涛）8月 28日，
省委书记楼阳生与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
院长李晓红一行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谈，见
证省政府与中国工程院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省长王凯出席。

楼阳生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李晓红
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工程院大力支持
河南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今
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党中央“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大
决策部署，坚定扛起经济大省“勇挑大
梁”重大责任，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3.1%，为稳住全国经济大盘尽责任、作贡
献。我们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
人才强省战略，成立省科创委，推进重建
重振省科学院，重塑重构省实验室体系，
赋予首席科学家决定性技术路线决定
权，重视创新、重视人才已成为全省上下
的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中国工程院是
中国工程科学技术界最高荣誉性、咨询
性学术机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
力军。希望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进一
步加强交流、深化合作，在信创产业发

展、高端仪器设备制造、数字化转型等方
面提供更多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为现
代化河南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携手开创
省院合作新局面。

李晓红感谢河南省委和省政府对
中国工程院的大力支持，简要介绍院省
合作下一步工作重点。他说，河南高度
重视科技教育人才工作，大力实施创新
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创新氛
围日益浓厚、创新环境持续优化、发展
态势稳定向好。中国工程院与河南有
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将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聚焦河南创新发展，围绕新能源、新
材料、种业振兴、生物医药、信息通信等
领域深入开展“院士行”活动，在重大战
略咨询、科技攻关、实验室建设、创新人
才及团队培养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合
作协议落地见效，不断拓展院省合作广
度深度，为河南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
力量。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吴曼青、秘书长陈
建峰，省领导周霁、陈舜、陈星、宋争辉、刘
炯天，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铁岗、张改平、谢
剑平出席。③9

□本报评论员

时间见证非凡，奋斗谱写华章。8月

28日，中共河南省委“中国这十年·河

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十

年来发展成就有哪些？现代化河南建

设如何推进？在介绍与聆听、提问与

回答之间，一幅幅中原美丽画卷徐徐

铺展。

习近平总书记情系中原大地。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视

察河南，寄予我们“奋勇争先、更加出

彩”的殷切期望，为河南发展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

动力。省委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以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为总纲领、总遵循、总指引，带领全

省上下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办成了一

件件想办的大事要事，交出了一份份

真金白银的出彩答卷，迈上了一个个

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

十年间，地区生产总值实现了 3

万亿、4 万亿、5 万亿元的跨越，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实现翻番；去年研发经

费投入首次突破 1000 亿元，今年前 7

个月，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 145.6%，

盾构、新能源客车等产业技术水平和市

场占有率居全国前列；粮食产量连续

5 年稳定在 1300 亿斤以上，今年夏粮

总产、单产均再创新高，如期打赢脱

贫攻坚战，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下转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