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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先竞风流 出彩看中原
——中共河南省委“中国这十年·河南”主题新闻发布会侧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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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归欣 刘婵

奋进出彩路，十年写非凡。
8月 28日，“中国这十年·河南”主

题新闻发布会举行。省委书记楼阳生
作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省委副
书记、省长王凯等省领导出席发布会并
回答有关提问。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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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浓缩着过
去 3600多个日日夜夜，亿万河南干部
群众用行动践行“两个维护”，用成果感
恩领袖关怀的生动实践、喜人成就。

更 加 富 强 、更 加 自 信 、更 加 开
放……在现场110多位记者的见证下、
亿万热心网友的注目中，河南披戴着历
史荣光、凝聚着时代力量，向着现代化
建设新征程踔厉奋发、风正帆张。

最强音：
创新发展结硕果起宏图

首款国产新冠口服药阿兹夫定片
正式投产，小麦新品种郑麦 7698亩产
超过 700公斤，郑州机械研究所“钎料
无害化与高效钎焊技术及应用”项目服
务保障载人航天……发布会上，近年来
河南十大科技创新成果令人瞩目。

创造一次次“第一”、填补一个个空
白，这是时间的考验、毅力的砥砺，更彰
显着河南把创新摆在发展逻辑起点，走
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华山一条路”，
奋力建设国家创新高地和重要人才中
心的坚定决心。

“创新发展已成为所有河南人的广
泛共识、扎实行动，成为现代化河南建
设的主旋律、最强音。”在新闻发布会现
场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王者表示。

去年全省研发经费投入首次突破
1000 亿元，财政科技经费支出 351 亿
元、增长38%；今年前7个月，技术合同
成交额达620.8亿元、增长145.6%……
一组组数据发布，展现了我省科技事业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更加喜人的，是数据背后折射的趋
势性变化。把省科学院建设作为实施

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的
“一号工程”；重塑重构省实验室体系，
嵩山实验室、神农种业实验室、黄河实
验室挂牌运行；量身定制郑州大学、河
南大学“双一流”建设方案……从龙头
带动到高端平台，从一流课题到人才引
育，我省创新体系日益完善，创新气候
更加宜人。

“今日之河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重视科技创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求
创新人才。”发布会上，河南再次向优秀
人才发出热情邀请。

通天下：
对外开放高水平全方位

“2021 年 河 南 货 物 进 出 口 总 值
8208.1 亿元，是 2012年的 2.5 倍，年均
增长10.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43个
百分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坤
现直言，没想到自己的提问引出了这样
一份真金白银、令人赞叹的成绩单。

不沿边、不靠海、不临江，作为一个
纯正的内陆省份，河南何以能开放，又
何以能高水平开放？

答案在区位交通的优势再造上。
今年6月，河南在全国率先建成“米”字
形高铁网，贯通水陆空、连通境内外、辐
射东中西的立体网络交通体系豁然成
型，行达天下、货畅其流、网联世界成为
新的亮丽名片。

答案在“四条丝路”的深度协同
中。飞天，郑州机场货邮吞吐量突破
70万吨、跻身全球机场货运 40强。落
地，中欧班列（中豫号）每周“16 去 18
回”，累计开行超过 6000班。上网，河
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处理能力
每天 3000万单以上，居全国前列。达
海，去年全省铁海、河海联运量接近 14
万标箱。

答案更在制度型开放的创新赋能
里。抓好改革关键一招，河南积极设立
RCEP企业服务中心，高标准建设河南
自贸试验区，持续推进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改革创新成果层出不穷，
开放能力水平节节拔高。目前，河南已
成为功能性口岸数量最多、功能最全的
内陆省份之一，吸引世界 500 强企业
198家、中国500强企业175家。

“河南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也一定会越开越大。”发布会上，诺重如
山。

挑大梁：
经济大省展韧性显担当

“过去十年，河南地区生产总值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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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稳经
济大盘尽责任作贡献。”

在笔记本电脑上敲完这句话，新华
社记者冯大鹏不由感慨：“再也不能用
老眼光看河南，这早已是在国家发展大
局中勇挑大梁的经济大省！”

面对严峻环境，“乱云飞渡仍从
容”。

今年以来，河南深入贯彻党中央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的重大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上半年生产总值增长
3.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6 个百分
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尤为亮眼的工业投资增速更
是全国的 2 倍多，为未来积蓄了强劲
动能。

难中求成背后，“成如容易却艰
辛”。

我们实施疫情防控和企业生产双
线嵌合运行机制，各行业85%以上产值
的企业进入四保“白名单”，应急状态下
不停工、不停产；我们滚动实施“三个一
批”项目建设，保持工业投资强劲增长
势头；我们深入推进“万人助万企”活
动，释放政策“最大红利”，留住企业“绿
水青山”，稳经济一揽子政策精准滴灌、
直达快享，力争年底市场主体规模突破
1000万户。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落实好党中
央关于‘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的重要
指示，确保实现今年经济发展‘全年
红’，并力争‘十四五’末生产总值超 8
万亿元。”发布会上，信念如铁、话语铿
锵。

压舱石：
粮食安全扛上肩记在心

每到“三夏”，人民网记者霍亚平都

会将镜头对准丰收的中原沃野。今年，
他和不少人在心里为河南捏了一把汗：

“刚遭过大灾，还能丰收吗？”
在关键的历史年份，中原儿女挥洒

汗水、昂首作答：从播种到分蘖，从拔节
到扬花，从灌浆到收获，在去年遭受严
重洪涝灾害的情况下，今夏河南小麦一

“红”到底，夏粮总产 762.61亿斤，单产
447.25公斤/亩，均再创新高。

“粮食生产是河南的一大优势，也
是河南的一张王牌，这张王牌任何时候
都不能丢。”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
托，河南干部群众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万钧重任，扛在肩上、放在心上、落实
在广袤田野上，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7580 万亩，连续 5 年粮食总产稳定在
1300 亿斤以上、小麦产量稳定在 700
亿斤以上，用全国 1/16的耕地，生产了
全国1/10的粮食、1/4的小麦。

最温暖人心的是，全面落实党中央
惠农政策，完善省级财政奖补政策，今
年 106.6 亿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27.2
亿元种粮补贴已发放群众手中。

最可知可感的是，河南生产了全国
1/2的火腿肠、1/3的方便面、1/4的馒
头、7/10 的水饺，不仅丰富了“国人厨
房”，更走上了“世人餐桌”。

最令人振奋的是，全省主要农作物
良种覆盖率超过97%，国家生物育种产
业创新中心加快建设，规划建设“中原
农谷”，努力把种子这个农业“芯片”牢
牢握在自己手里。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是属于
河南的朴素踏实，也是来自河南的坚
毅担当。“河南将在未来几年加快建设
1500万亩高标准农田，把越来越多的

‘望天田’变成旱涝保收的‘高产田’，
让更多‘中国碗’装上河南粮。”发布会
介绍。

十年光阴，转瞬即逝；十年成就，永
不磨灭。

从传统农业大省到现代经济大省，
从传统交通要道到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从传统内陆省份到内陆开放高地，用十
年完成“三个转变”的河南正在出彩，未
来必将更加出彩。

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
略”，我们坚信，河南明天一定更美
好！③9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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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地党员干部
纷纷通过网络、电视直播等各种方式观看发
布会。大家一致认为，河南这非凡十年，既
交出了中原更加出彩的精彩答卷，又为锚定

“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奠定了坚实基
础，更为中原儿女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注入了强劲动力。大家纷纷表示，主题新闻
发布会上的内容，展现了河南奋力出重彩的
努力与成效，令人振奋，倍增信心，同时深感
使命在肩，责任重大。

“我们将坚定不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落细落实省委‘十大战
略’，坚持把创新摆在发展的逻辑起点、现代
化建设的核心位置，把‘项目为王’理念贯穿
发展全过程全领域。”洛阳市西工区委书记
王进表示，下一步全区将继续聚焦“载体、主
体、平台、项目、要素、人才、场景”，大力实施
创新发展“七大行动”，纵深推进“商务强区、
工业强区、文旅强区”发展战略，全面提升城
市功能品质，倾心抓好民生实事，更好满足
群众美好生活新期盼，高质量建设“活力西
工、智慧西工、幸福西工”，努力为实现“两个
确保”和中原更加出彩展现新担当、作出新
贡献。

“卫辉市作为全省践行县域治理‘三起
来’示范县（市）、全省8个极重受灾县（市）之
一，将以前瞻 30年的视野、跳出新乡看卫辉
的格局、困难面前志更高的精神，进一步提
高站位、抬高标杆、自我加压。”卫辉市委书
记聂长明表示，将充分发挥当地“一区三园”
载体优势，持续做大食品饮料及包装、绿色
建材、装备制造三大传统产业和现代物流、
新能源两大新兴产业，推动卫辉古城、医城

“两城”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城乡住房、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等质量水平，坚持以灾后重
建统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在县域经
济“成高原”、中心城区“起高峰”和灾后重建

“助发展”等方面走在前、作表率。
“我们按照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决策部署，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不仅稳住了经
济大盘，而且核心竞争力也在持续增强。”开
封市祥符区委书记、开封市产城融合示范区
党工委书记王彦涛表示，十年间，祥符区 82
万人民高擎发展大旗，一路行走，一路收获，
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登高前瞻、开拓创
新，创造了生动鲜活的实践，高质量发展路
径更加清晰。“我们将继续在继承中创新、在
创新中发展、在改革中凝聚共识，努力在新
时代高质量发展中当标杆、作示范。”

“发布会从政治的高度、历史的维度、全局的广度，全面回顾了
十年间我省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和振奋人心的辉煌成就，令人信
心满满、干劲十足。”平顶山市新华区委书记安保亮说，新华区将继
续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突出党建引领，以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抓手，大力倡树“以干为先、干必出彩”工
作作风，坚持以项目建设为引擎，全力打造百亿级锂电新能源产业
集群，加速白龟湖科创新城建设，快速壮大城市经济；一体化推进
文明城市创建、乡村振兴、生态保护，不断提升城市品质，持续深化
城市治理，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会上所发布的十项重大战略性技术研发成果尤为令人印象深
刻，我们将更加坚定走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这个‘华山一条路’。”
郑州市白沙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司秒争说，白沙园区抢抓中
原科技城与省科学院、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三合一融合发展机遇，
聚焦电子信息、信息服务和生命科学主导产业，以鲲鹏软件小镇建设
发展为引领，加快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和数字化转型
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取得新成就。目前，鲲鹏软件小镇已储备科
技型企业105家，龙头企业京东科技集团、头部企业北京云道智造科
技有限公司、实验室（米格）聚睿众邦等20家企业已完成签约。③9

（记者 李虎成 田宜龙 龚砚庆 张建新 李林 李岚 代娟 河
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王冰珂）

□本报记者 尹江勇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
强省战略，我省与中国工程院携手发力。

8月 28日，《河南省人民政府、中国
工程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双方将进一步深
化合作，助推河南省建设国家创新高地、
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协议打造
省院合作“河南样本”

我省历来高度重视与中国工程院的
合作，双方在 2008 年首次签署合作协
议，并于 2016年完成续签。2018年，我
省在中国工程院“顶天立地”战略部署中
抢抓机遇，双方签署了“中国工程科技发
展战略河南研究院”（以下简称“河南研
究院”）共建协议，不断丰富省院合作模
式。

河南研究院执行院长、省科协主
席吕国范表示，省院双方在长期良好
合作基础上开展新一轮战略合作，不
仅是深入贯彻中央精神落实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和实际行动，也
标志着省院合作迈出了新的更加坚实
的一步。

“双方合作将以‘突出重点、注重实
效’为原则，合作领域更加宽广、合作内
涵更加丰富、合作层次进一步提升。”吕
国范表示，本次省院合作将力争突破一
批制约河南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工程科技问题，助力河南加快
培育战略科技力量，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打造省院合作“河南样本”。

为科技创新
带来更多“重头戏”

近年来，围绕河南发展重大需求，
省院双方开展了一系列合作。尤其是
近两年，中国工程院院士 80 余人次应
邀参与河南研究院战略咨询研究，共立
项战略咨询研究项目 36 个，产生了一
批高水平研究成果。其中，《河南省能
源革命战略研究》等一部分重大战略研
究课题成果，通过中国工程院上报至国
务院及有关部委，进入国家决策层面作
为参考依据。

“此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对以
往省院合作工作进行深化和拓展，带来
了更多‘重头戏’。”吕国范介绍，主要合
作内容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聚智”即深化战略咨询合作。
围绕双方共同关注的工程科技发展事项
开展重大战略咨询合作，省院共享战略
咨询研究成果。

二是“筑基”即协同打造高端科技平
台。围绕河南重大发展战略需求，组织
院士参与开展前沿性、针对性、储备性重
大战略研究，把河南研究院打造为中部
地区一流的工程科技智库。

三是“架梁”即支撑建设产业创新体
系。双方围绕智能机器人、新一代信息
技术、尖端生命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合作，开展协同技
术攻关。

四是“育人”即支持培养科技创新人
才。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国家粮食安全、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
战略实施，培育和发掘一批河南工程科
技领域成绩突出的领军人才。

五是“搭台”即联合开展学术活动。
支持河南承接举办中国工程院国际性、

全国性高端学术活动，共同主办中国（郑
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等。

完善机制
推动合作走深走实

当前，河南锚定“两个确保”，全面实
施以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
为首的“十大战略”，推动构建一流创新
生态、建设国家创新高地，为省院进一步
深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了合作推进机
制，成立省院合作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
和审议确定重大合作事宜，定期召开会
商联席会议，研究确定年度合作领域和
活动内容。明确省院合作委员会办事机
构（办公室）分别设在河南省科协和中国
工程院科技合作办公室，负责推动和落
实具体事宜。

吕国范表示，围绕省院合作，省科协
将团结带领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把握历
史性机遇，以省科协“5610”总体安排助
力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实
施，以实际工作成效展现使命担当，不断
谋求新作为、创造新业绩。③6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8月 28
日，作为打造“省院合作升级版”的
一项重要内容，河南省人民政府与
中国工程院召开 2022年省院合作
委员会会议。

据了解，省院合作委员会是省
院合作的最高决策机构，将指导中
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河南研究院
（以下简称“河南研究院”）的建设
与运行。中国工程院党组成员、秘
书长陈建峰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党
组成员、副省长宋争辉担任主任。
省院合作委员会委员经中国工程
院与河南省人民政府协商聘请，每
届任期为4年，可以连任。

河南研究院于 2018 年建立，
旨在以解决河南经济社会及工程

科技发展重大需求为目标，为政府
决策提供强有力的科学支撑；搭建
科技人才交流、科技成果转化平
台，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助力
河南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
展。

本次会议上，确定了河南研究
院的领导机构和学术委员会组成，
共有 18位院士参与指导河南研究
院的建设。其中，中国工程院院
士、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郑州大学
党委书记刘炯天任院长，河南省科
协主席吕国范任执行院长；由邬江
兴等 18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组成的
学术委员会，是河南研究院开展战
略研究与咨询及评审的指导机
构。③6

省院携手打造创新合作“河南样本”

“省院合作”会聚18院士
共建河南研究院

（上接第一版）深化“放管服效”改革，去

年全省市场主体突破 850 万户，企业对

营商环境的满意度提升至 90%；劣Ⅴ类

水质断面全面消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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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为

证、岁月为名，一个个数字标注着奋斗

历程，十年风雨兼程，十年砥砺奋进，可

谓“ 看 似 寻 常 最 奇 崛 ，成 如 容 易 却 艰

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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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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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新闻发布会可谓干货满满：以

国产首个治疗新冠肺炎小分子口服特

效药阿兹夫定为代表的十项科技创新

成果令人振奋；超聚变引领信息产业上

新台阶，新能源乘用车规模渐成；实有

市场主体数量保持快增长；枢纽经济再

发力，开放大门越开越大……澎湃新动

能、攻关新技术、孕育新业态，经济大省

勇挑大梁，向着大而优、大而新、大而强

和高又快、上台阶不断迈进，我们为每

一次进步而感到自豪，新征程上河南蹄

疾步稳，步履铿锵。

“最美大中原，奋进又十年，成绩不

一般。”“为老家河南打 call”“厚重河南，

以古闻名，以新出彩。”在主题新闻发布

会留言区里，一则则网友留言让人印象

深刻。无论怎样的“十年”，都是需要全

体人民用奋斗去书写的“编年体”。决心

与信心在汇聚，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

现代化河南建设宏伟蓝图已经绘就，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河南正处于大有作

为的关键时期，未来道路上机遇与挑战

并存，但时和势必定在我们这边，因为我

们背后站的是亿万中原儿女。

于高山之巅，方见大河奔涌；于群

峰之上，更觉长风浩荡。让我们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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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彩十年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