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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要闻张秀芳：花鼓戏越唱越带劲
中共河南省委印发《河南省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实施细则》 07│文件

喜迎喜迎二十大二十大 中原更出彩中原更出彩 ··总书记与河南人民心连心总书记与河南人民心连心

习近平习近平 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并对哈萨克斯坦并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2022.9.14—9.16 访出

强能力 锻作风 优服务 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9 月 14
日，省政协参加全国政协第十期委员
读书活动推进会暨河南政协书院开
院仪式以视频方式举行。省政协主
席刘伟出席并讲话。

刘伟指出，开展委员读书活动是
人民政协固本强基的一件大事要
事。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政
协开展委员读书活动作出重要指示，
提出了重要要求。全国政协主席汪
洋提出明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认识开展委员读书活动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
具体行动，是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
作的重要举措，是提升委员履职能力
的内在要求，推动活动深入开展、取
得实效。要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至四卷作为读书学习的重中之
重，勇于探索创新，引导委员读好书，
促进活动形式多样化，提高读书针对
性，确保“上线入群”高质量，积极带
动社会读书，展示新时代河南政协的

新样子。要坚持学以致用，通过读书
武装头脑、提升素质能力、促进履职
尽责、广泛凝聚共识、推动机关建设，
切实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工作成果，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省政协副主席周春艳、谢玉安、
李英杰、张亚忠、高体健、戴柏华、霍
金花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会议。会
议通报省政协参加全国政协第十期
委员读书活动安排和河南政协书院
建设情况；与会省政协领导为省文化
和旅游厅、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郑州
大学、河南大学、省图书馆等 5家河
南政协书院共建单位颁发牌匾。中
原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裁王庆，住豫全国政协委员、河南
博物院院长马萧林，省政协社会和法
制委员会主任霍好胜，省政协农业和
农村委员会主任马林青，省政协委
员、光明日报河南记者站站长王胜
昔，焦作市政协主席杨娅辉先后发
言，畅谈读书和履职体会。③7

习近平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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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乘时起势 勇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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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

加快建设“国际农都”，五得利集团遂平工
厂、金玉锋大健康产业园等重点农加工龙头项
目相继竣工；（下转第四版）

□本报记者 万川明 张海涛 陈辉

数字基础设施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工业互联网“国家队”取得零的突破、未
来产业实现“从 0到 1”、一体化政务服
务能力指数上升为最高等级……

万物皆“数”。当前，数字化浪潮
正以席卷之势改变各行各业。省委书
记楼阳生强调，要深刻认识实施数字
化转型战略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新机遇的迫切需要，是重塑
产业竞争优势、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重要抓手，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河南坚
定把数字化转型作为赢得优势、赢得
主动、赢得未来的战略之举，强化顶层
设计，全面构建起数字化转型的四梁
八柱；数字基建、数字产业、数字赋能、
数字治理、数字生态“五位一体”的数
字化转型新格局加速形成，“数字河
南”展现澎湃动能。

未来的世界是数字世界，数字化

转型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也是一场
思维革命，更是一场能力革命。

作为后发地区，河南以时不我待的
紧迫感、迎头赶上的进取心，持续筑牢“数
字底座”、打造“数字引擎”、锤炼“数字
能力”，奋力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

面向未来、逐梦未来，才能赢得未
来。

数字基建 夯实转型发展底座

全长 9183米的“老界岭隧道”，连
接着洛阳栾川县和南阳西峡县，一路
串起老君山、老界岭等多个知名景区。

为了让来往的游客时刻保持网络
在线，两地移动分公司在隧道内手抬
肩扛，历时4个月布放光缆66公里，最
终让这个河南高速公路最长隧道实现

5G覆盖。
“要想富先修路”，如今只有开通

了互联网这条路，偏远乡村才能算真
正踏上“高速路”。

河南把 5G、千兆宽带、数据中心
等数字基建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先手
棋”，加快构建支撑经济社会智慧化运
行的信息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融
合基础设施体系。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发布
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 年）》显
示，河南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
经进入全国第一梯队：

率先实现乡镇以上和农村热点区
域 5G网络全覆盖，郑州国家级互联网
骨干直联点总带宽居全国第5位，全省
百兆以上宽带用户占比居全国第1位。

今年以来，我省统筹推进、超前建
设，持续发力提升数字基建。

打造全国重要的信息通信枢纽。
今年新开通 5G基站 2.76万个，开通窄
带物联网基站 3.5万个，实现重点场景
深度覆盖。

瞄准区域性数据中心。抢抓算力
时代，建强国家超算郑州中心，推动郑
州、洛阳等地构建超大型绿色数据中
心集群。

夯实数字基建，为的是激活发展
动能。未来，高速泛在、智能敏捷、绿
色低碳的数字基建将转化为全新生产
力，进一步推动河南产业转型升级。

数字产业 培育区域竞争优势

9 月 13 日，新晋“独角兽”企业超
聚变公司成立一周年。这家全球领先
的算力基础设施和算力服务提供者也
在这一年新添了“河南户口”。

为“抢”来超聚变，河南跑出了“超
速度”，展现了“超能力”：

（下转第四版）

“数字引擎”赢未来
——以能力作风建设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

新华社努尔苏丹9月 14日电（记
者 张继业 华迪）当地时间 9月 14日
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努尔苏丹总
统府接受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授
予“金鹰”勋章。

大理石厅金碧辉煌，中哈两国国
旗整齐排列，气氛庄重热烈。

托卡耶夫致授勋辞。托卡耶夫表

示，今天，伟大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
问哈萨克斯坦，是哈方的莫大荣幸。习
近平主席是一位真正的伟大领袖，得到
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在习近平主席卓
越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消除
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征程。相信在
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必将如期

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宏伟目标。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
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
议，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作出杰出
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
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对于解决当今世界
面临的风险挑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努尔苏丹 9 月 14 日电（记
者 倪四义 刘恺）当地时间 9月 14日下
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努尔苏
丹，开始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
访问。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率政府副
总理兼外长特列乌别尔季、努尔苏丹市
市长库里吉诺夫等高级官员在机场热情

迎接。70余名礼兵分列两侧致敬，军乐
团奏迎宾号角。两名盛装哈萨克斯坦女
青年手捧鲜花，表达对习近平主席的热
烈欢迎。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向哈萨克斯坦政府和人民
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
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

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建交30年来，两
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访问期间，我
将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
中哈全方位合作新蓝图。我相信，这次
访问一定会为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注
入新的强劲动力。

（下转第二版）

并接受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授予“金鹰”勋章

新华社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 9
月 14 日电（记者 刘华 蔡国栋）当地
时间 9月 1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
专机抵达撒马尔罕，开始对乌兹别克
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
夫、政府总理阿里波夫、外长诺罗夫、
撒马尔罕州州长图尔济莫夫等高级官
员在机场热情迎接。

米尔济约耶夫在机场为习近平
主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近百面中
乌两国国旗迎风飘扬，百米长毯两

侧，礼兵英姿飒爽。两国元首登上乌
兹别克斯坦民族特色观礼台。乌兹
别克斯坦传统长喇叭乐器奏响迎宾
号，当地青年身着民族服装，载歌载
舞，用最欢快的节奏迎接最尊贵的客
人。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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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9月 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努尔苏丹，开始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托卡耶夫总统
为习近平主席举行隆重欢迎仪式。这是习近平在托卡耶夫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当地时间9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努尔苏丹总统府接受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授予“金鹰”勋章。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