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顶端新闻河南日报客户端

中 共 河 南 省 委 机 关 报 河 南 日 报 社 出 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1-0001 邮发代号：35-1
第 25907号 今日4版

2022年9月 日
星期日 壬寅年八月二十三

18
HENAN DAILY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河南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筑牢产粮大省根基，扛稳粮食安全
重任，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展现新担
当新作为，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升政治站位，扛稳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一）始终胸怀“国之大者”。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解决好吃饭
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不
能把粮食当作一般商品，光算经济账、
不算政治账，光算眼前账、不算长远
账。要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上，饭碗里主要装中国粮。当前，
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百年
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经济全球化
遭遇逆流，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气候变
化加剧，粮食市场动荡，粮食安全形势
更为复杂严峻。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
识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的极端重
要性，深刻认识粮食安全不仅是经济问
题、更是政治问题，牢固树立底线思维，
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重大政治责
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落在干上，牢牢
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二）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4
次到河南视察、在2019年 3月全国两会
期间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每次必讲“三
农”、必讲粮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
食生产是河南的一大优势、一张王牌，
这个优势、这张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
丢。嘱托我们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
任，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有新担当
新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体现
了对河南的殷切期望，也赋予了我们如
山的责任。各地各部门要深刻领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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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在
河南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持
续擦亮粮食生产这张王牌。

（三）展现河南责任担当。河南是
粮食生产大省，粮食总产量连续 5年超
过1300亿斤，占全国的1/10，小麦产量
占全国的 1/4强，不仅解决了自身一亿
多人口的吃饭问题，每年还外调原粮及制成品600亿斤左右，在全国粮食生产格局
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时代，河南要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
展上有更大作为，就必须首先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作出更大贡献；河南要在中部
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更加出彩，就必须首先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更加出彩。各
地各部门要持续做好粮食这篇大文章，到2025年，全省粮食面积稳定在1.6亿亩以
上，粮食产量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粮油加工转化率达90%以上，粮食产业经济总
产值达4000亿元以上。

二、推进藏粮于地，建设新时代粮食生产核心区

（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全面压实各级党
委和政府耕地保护责任，逐级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确保全省耕地保有量和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稳定在国家下达目标任务之上。对耕地保护目标任务完成情
况实行刚性指标考核、终身追责。（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9 月 17日，
2022年河南省暨郑州市全国科普日活
动在郑州启动。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周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济超，
副省长宋争辉，省政协副主席高体健等
出席启动仪式。

全国科普日活动作为一年一度的
科普盛宴，是参与人数最多、参与范围
最广的品牌科普活动。今年全国科普
日期间，我省将紧紧围绕“喜迎二十大
科普向未来”主题，以群众喜闻乐见的
方式集中开展科普大篷车科普渠首行、
百名首席科普专家进百县志愿服务活
动、科普短视频大赛等系列科普活动。

启动仪式上，宋争辉代表省政府向
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科普志愿者表
示诚挚的问候。他指出，当今时代，科
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前所未有地紧密联

系在一起，我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
学普及工作，推动形成了全社会、全产
业、全媒体互动的大科普工作新格局，
为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筑牢了根基，为创
新驱动发展增添了动力。

宋争辉表示，我们要积极响应时代
之变、人民之需，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与
科学普及互促共进，更加注重弘扬科学
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更加注重协同开展
联合行动，更加注重线上线下相结合，
充分展现新时代我省科技创新和科学
普及的重大成果，充分展现科普在构建
一流创新生态、加快建设国家创新高地
中的时代使命，充分展现河南科普人奋
进新征程的担当作为，大力营造热爱科
学、崇尚创新的社会环境，为建设国家
创新高地、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
绚丽新篇章作出新贡献。③5

■本报评论员文章：奏响大合唱 建设幸福河 02│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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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产粮大省根基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写在《关于牢记领袖嘱托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的意见》印发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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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河南省暨郑州市
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

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 中原更出彩中原更出彩 大河奔腾

三门峡百里黄河生态廊道三门峡百里黄河生态廊道。。⑨⑨66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聂冬晗聂冬晗 摄摄

第五届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
将于9月24日在郑开幕

□本报记者 刘晓阳

大河汤汤，日月轮转，秋色又一
次晕染黄河两岸。

同 样 的 九 月 ，别 样 的 秋 意 。
2019年 9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发出“让黄
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伟大
号召。

作为重大战略的提出地、千年
治黄的主战场，河南牢记殷殷嘱托，
心怀“国之大者”，着力加强生态保
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
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
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在守护
母亲河、聚焦生态河、依托文明河、
打造数字河、建设幸福河上不断彰
显新担当新作为。

大河奔腾，风光无限。围绕“奋
勇争先、更加出彩”，锚定“两个确
保”，实施“十大战略”，古老黄河正
在中原大地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大河之韵——
“绿色飘带”演绎生态赞歌

前不久，一场“鲁豫之约”引发
全网热议。

这源自 2021 年河南和山东签
订的一份生态补偿协议。协议约

定，黄河断面水质年均值在Ⅲ类基
础上，每改善一个水质类别，山东给
予河南 6000万元补偿资金；反之，
每恶化一个水质类别，河南给予山
东6000万元补偿资金。一年间，黄
河入鲁水质持续保持在Ⅱ类以上，
主要污染物指标稳中向好，河南兴
高采烈拿到了1.26亿元生态补偿资
金，山东自掏腰包、心甘情愿。

这是一场没有输家的生态“对
赌”，这是河南致力于黄河生态保护
的真实写照——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
治理。

“四乱”问题动态清零，劣Ⅴ类
水质断面全面消除；沿黄生态廊道
干流右岸基本贯通，左岸已贯通
489公里；逐步形成“一县一湿地”
的生态保护格局；截至2021年黄河
已实现连续22年不断流，生态保护
效果持续显现……河南坚持中游

“治山”、下游“治滩”、受水区“织
网”，统筹推进沿黄生态廊道建设和
国土绿化行动，黄河正成为中原大
地的“绿色飘带”。

黄河变美了，离人更近了。
9月 10日，郑州市民黄玲一家

来到郑州黄河国家地质公园。“近处

树木葱郁、黄河蜿蜒，远处天高云
淡、青山如黛，真是赏心悦目呀！”她
一边感叹，一边把美景与家人笑脸
尽收于镜头之中。

“在黄河岸边，这样的美景处处
皆有。”鸟类摄影爱好者李永恒的感
触更深。为了追随鸟的踪迹，从三
门峡一路向东，这些年，李永恒几乎
跑遍了整个黄河河南段。

在李永恒看来，现在的黄河和
以前大不相同，绿化富有层次，乔木
灌木和花草穿插，落叶树种和常青
树种搭配，色彩变化多样，一年四季
景致不同。步道、廊道、观景道布局
各有讲究，让黄河气势恢宏又透着
柔美。

这几年，李永恒在黄河边拍过
的鸟类照片不下几十万张，让他最
震撼的一次是在郑州南裹头，有上
百只鸬鹚在戏水捕鱼，“我架好相机
之后发现，鸟儿数量之多，镜头里根
本装不下，只好用电脑将一张张照
片拼接成长图。”

生态环境好不好，鸟儿用翅膀
投票。黄河孟津段，黑鹳、中华秋沙
鸭等珍稀鸟类在此惬意生活；新乡、
开封等地黄河滩区，前来越冬的一
级保护鸟类大鸨数量稳定在 350

只；“天鹅之城”三门峡，越冬的大天
鹅数量从 10年前的几百只增至如
今的上万只。

新时代的黄河两岸，人、水、鸟
和谐共处，演绎成一首首动人的生
态赞歌。

大河之福——
安澜壮美支撑岁稔年丰

依河而居，因河而兴。
一个个农家小院幽雅静谧，一

排排小楼错落有致，一条条道路平
坦整洁……近几年，开封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水稻乡张湾村，依托黄
河水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玫瑰产业，
富足日子过得比花儿还要美。

“曾经，受洪水泛滥的影响，这
里风沙漫天，荒凉破旧。如今，玫瑰
花开，大河安澜，这是俺村百姓的最
大福气。”张湾村党支部书记史利军
感慨。

去年 9月底至 10月上旬，黄河
遭遇历史罕见秋汛。得益于堤防、
水库的坚实护卫，以及沿岸流域机
构的有效应对，紧临黄河的张湾村
安然无恙。

（下转第二版）

幸福幸福写入胸怀间写入胸怀间

□新华社记者 刘华 郝薇薇

撒马尔罕，风云际会之地。
这座有着 2500 多年历史的中亚

古城，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连
接起古代中国、波斯和古印度，见证了

“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
款于塞下”的繁盛时光。

2022年仲秋之月，一架架专机在
这里降落，14个国家的领导人从四面
八方奔赴古城。9月 15日至 16日，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在撒马尔罕举行，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上合大家庭”的首次线下
全员聚首，举世瞩目。

当地时间14日晚，习近平主席结
束对哈萨克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乘专机
抵达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国际机场。

天际旷远，灯火璀璨，米尔济约耶
夫总统在舷梯旁热情迎接。

机场内当地民众欢快热烈的传统
歌舞表演、城市沿途整饬一新的宽阔
路面、不远处刚刚落成的国际会议中
心……一路走来，东道主对远方贵宾
的用心用情、对峰会成功举办的热切
期盼扑面而来。

此时的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
情叠加交织。步入第三个十年的上合
组织将如何开启新的征程，又将为促
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事业贡献怎
样的“上合力量”？

此时的中国，党的二十大召开在
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蓝图呼之欲

出。这场元首外交活动，将向世界释
放哪些关于中国发展的重要讯息，又
将对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产生怎样的深
远影响？

出席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大小范围
会谈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其他成员国
领导人签署并发表峰会宣言，举行 10
余场双边、三边活动……撒马尔罕峰
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各方密集互动，
提出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议，宣布一系列
重要务实举措，积极倡导共建亚欧大陆
美好家园、推动各方构建更加紧密的
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彰显出一
个矢志民族复兴的东方大国为人类谋
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笃定与担当。

一种精神，穿越时空

“实践表明，‘上海精神’是上海合
作组织发展壮大的生命力所在，更是
上海合作组织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遵
循。过去我们践行‘上海精神’取得巨
大成功，未来我们还要秉持‘上海精
神’一路前行。”

16日上午，撒马尔罕国际会议中
心一层会谈厅，习近平主席同与会各
国领导人围桌而坐，深刻阐述“上海精
神”的意涵与价值。

会议中心外，艳阳高照，与会各成
员国、观察员国国旗和上合组织会旗
迎着泽拉夫尚河谷的劲风高高飘扬。

16 日上午 10 时许，峰会正式开
始，习近平主席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先

后举行小范围会谈、大范围会谈。会
议由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主持。

今年适逢上合组织宪章签署 20
周年，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签署 15周年。自 2001年上合组织诞
生于上海黄浦江畔以来，这个以中国
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走过一段不平凡
的发展历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
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
本内容的“上海精神”犹如一盏明灯，
始终指引着上合组织前进的方向。宪
章、条约的签署，不断丰富着“上海精
神”的时代内涵。

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以“五个坚
持”全面总结上合组织成长壮大的成
功经验——坚持政治互信、坚持互利
合作、坚持平等相待、坚持开放包容、
坚持公平正义。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选择的发
展道路”“照顾彼此利益诉求”“遇事多
商量、有事好商量，不搞以大欺小、以
强凌弱”“愿同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和
国际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和发展互利合
作”“始终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
发，处理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反对为
一己私利损害他国正当权益”……

这是对上合组织鲜明特征的系统
概括，也是对国与国相处之道的深邃
思考。

作为重要创始成员国之一，中国
始 终 致 力 于 推 动 上 合 组 织 发 展 。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出席了上合
组织历次峰会，提出一系列重要主张，

为推动上合组织发展和地区合作指引
方向、注入力量。

“人类社会发展和大自然一样，有
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有风雪交加的时
刻。”

当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当
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十字路
口，作为国际和地区事务中重要建设
性力量的上合组织，应如何回应当前
挑战，又应如何擘画长远未来？

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习近平主席给
出的中国方案响亮而明确——“加大相
互支持”“拓展安全合作”“深化务实合
作”“加强人文交流”“坚持多边主义”。

“为弥补和平赤字、破解全球安全
困境，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中方
发起全球发展倡议，就是希望国际社
会高度重视发展问题，推动构建全球
发展伙伴关系”……

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提
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的要
旨所在，邀请各方共同参与落实。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同
“上海精神”相融相通、相互呼应，为破
解时代难题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公共
产品。两大倡议契合各方关切，得到
与会各国领导人积极响应。

“乌方全力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
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哈方愿
同中方一道，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
和全球安全倡议”“吉方赞成中方提
出 的 全 球 安 全 倡 议 和 全 球 发 展 倡
议，（下转第二版）

共建亚欧大陆美好家园
——记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沧海横流领航向 丝路古道焕新机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撒马尔罕峰会并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习近平主席在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首次出访，意义重大、时机
特殊，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面向亚欧大陆采取的一次重大外交
行动，是在关键历史节点开展的一次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访问。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首次出访选择中亚
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以上合“朋友圈”破
解美对华“包围圈”的战略之举，充分彰显
习近平主席的强大自信和非凡影响力，表
明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在国际风云激荡、风险挑战积聚
的大环境下，习近平主席此次中亚之

行，为贯通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增添更
多生机活力，为处在十字路口的国际地
区形势带来更多稳定因素，为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创造
更多有利国际条件，充分体现了大国大
党领袖胸怀天下、引领时代的大格局、
大担当。

全文详见河南日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