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2

大事记

2021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四
统筹 郭宁 责编 李佳兰 美编 首席编辑 杨芳芳 校对 王海玲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有序推动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
任习近平 11 月 24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2021~2023 年）》
《关于加快建
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
《关于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
负责制的意见（试行）》等。

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会议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发挥党和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领
导者、组织者的作用，构建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的高效组织体系，建立使命驱
动、任务导向的国家实验室体系，布局
建设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改革创新重大
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加强体
系化竞争力量。
要优化科技力量结构，发挥企业在
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推动形成科
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加速推进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要完善科技人才培养、
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等体制机

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在履
行国家使命中成就人才、激发主体活
力。
要以更大勇气加快转变政府科技
管理职能，坚持抓战略、抓改革、抓规
划、抓服务的定位，强化规划政策引导，
加强对重大科研项目的领导和指导，为
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指导和服务。
要根据任务需要和工作实际向科
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充分授权，建立责任
制，立“军令状”，做到有责任、有管理、
有监管，用不好授权、履责不到位的要
问责，保证下放的权限接得住、用得好。

推进适应能源结构转型的电力市场机制建设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国电力市场建
设稳步有序推进，市场化交易电量比重
大幅提升。要健全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
体系，加快建设国家电力市场，引导全
国、省（区、市）、区域各层次电力市场协
同运行、融合发展，规范统一的交易规则
和技术标准，推动形成多元竞争的电力
市场格局。
要改革完善煤电价格市场化形成机

把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重要任务
会议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中小学
校的全面领导，要在深入总结试点工作
基础上，健全发挥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
作用的体制机制，确保党组织履行好把
方向、管大局、作决策、抓班子、带队伍、
保落实的领导职责。
要把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重要
任务，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党员队
伍建设，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学校教书育
人的坚强战斗堡垒。
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紧紧抓在手上，

聚焦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文化产业

“一河、两拳、三山、四古都”
上了河南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图
近年来，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断上升，已成为我省经济增长的新动能。11 月 23 日，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在郑州召开，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武国定作《关于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
（简称《报告》
）。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首席记者 孙科

“一河”即黄河，以黄河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为重点，加强黄河文化
遗产系统保护和整体开发，强化与
周边省份的战略合作，着力打造中
华文明连绵不断的探源地、实证
地、支撑地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
河文化旅游带。
“两拳”即太极拳、少林拳，通
过形象宣传和项目建设，将“两拳”
打造成我省的文化“金名片”。
“三山”即太行山、伏牛山、大
别山，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的乡村文化体验空间。
“四古都”即郑州、开封、洛阳、
安阳，打造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
中华文化主地标城市，引领我省文
化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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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服务专版

现状

截至去年底，全省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2897 家

我省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由
2013 年的 815.69 亿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2251.15 亿元，占生产总值比重
由 2.53% 上 升 到 4.19% 。 截 至 2020
年 年 底 ，全 省 规 模 以 上 文 化 企 业
2897 家，资产总计 3309 亿元，2020 年
实现营业收入 2326 亿元。

打算

全省现有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1 个，
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12 个，
省
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15 个，
省级文化
产业示范基地 163 个。目前，15 个省
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聚集了 4970 多
家文旅企业，从业人员 43 万余人，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近313亿元。

培育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出口品牌

在我省“十四五”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规划的框架下，合理确定文化
产业的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和重点
领域，形成“一河、两拳、三山、四古
都”的发展格局。
到 2025 年，实现中原文化影响
力明显增强，以老家河南等为代表的
文化品牌享誉世界，文化产业供给侧
订版热线：
13526798286

沈丘至卢氏高速沈丘至遂平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二次公示（二次发布）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部令 第 4 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
定，
现将沈丘至卢氏高速沈丘至遂平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有关情况进行公示。
一、
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路线总体呈东西走向，起于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东南侧，在遂平县常
庄镇北侧龙庄附近接京港澳高速至终点；涉及周口市沈丘县、项城市，驻马店
市上蔡县、遂平县；线路全长 105.962km。项目设特大桥 869.5 米/1 座，大桥
3582.5 米/13 座，中小桥 4930 米/82 座；涵洞 121 道；互通式立交 12 处；分离式
立交 12625.5 米/30 座，通道 161 道，天桥 863 米/8 座；匝道收费站 8 处、服务区
2 处、
养护工区 2 处、
管理分中心 1 处，总投资 1405934.6 万元。
二、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纸版查阅方式
征求意见稿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aqkWX7umYGb-vZ5e44m
CA，提取码：3rhw。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抓
好学生德育工作，把弘扬革命传统、传承
红色基因深刻融入到学校教育中来，厚
植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情
感，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要加强分类指导、分步实施，针对不
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学校，在做好思想准
备、组织准备、工作准备的前提下，成熟
一个调整一个，推动改革落到实处。
（据新华社）

灾后恢复重建

《关于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到 2025 年，实现中原文化影响力明显增强

“一河两拳三山四古都”都是啥

制，完善电价传导机制，有效平衡电力供
需。要加强电力统筹规划、政策法规、科
学监测等工作，做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的兜底，确保居民、农业、公用事业等用
电价格相对稳定。
要推进适应能源结构转型的电力市场
机制建设，
有序推动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
科学指导电力规划和有效投资，发挥电
力市场对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支撑作用。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参与意见表链接：http://www.mee.gov.
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四、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范围为本项目沿线评价范
围内的民众、有关单位等。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将填写后意见表通过电子邮件或邮
寄信件等方式进行反馈。
六、
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河南交投沈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联系人：狄工，联系方式：
17737619779；联系邮箱：
173763409@qq.com。
七、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 评 单 位 ：河 南 德 恒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联 系 人 ：丁 工 ，联 系 电 话 ：
15838214526；联系邮箱：
923723943@qq.com。

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现代化文化产
业体系进一步健全，人民群众的文化
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鼓励文化
企业挖掘武术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
开发展示当代河南形象、面向国际市
场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打造一批
优势突出、特色鲜明、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文化出口品牌。

逐步将郑州打造成
北方城市防洪排涝
和应急救援标杆城市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讯（首席记者
孙科）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上，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武
国定作关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进展情
况的报告》
（简称《报告》
）。
《报告》称，在国家部委指导下，我省
制定了 1 个总体规划、12 个专项规划和 9
个实施方案。规划提出，经过三年努力，
灾区生产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全面恢复并超过灾前水平；在此基础上，
逐步将郑州打造成北方地区城市防洪排
涝和应急救援标杆城市，推动我省在防
范应对自然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
础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我省对因住房倒塌或严重损坏导致
无房可住的约 10 万名群众，进行过渡期
生活救助，并由当地政府统筹解决临时
住房。对 8 个蓄滞洪区的近 60 万名受灾
群众已完成省级补偿核实，待报国务院
批准后，计划于 12 月 15 日前将资金发放
到户。水利方面，共谋划防灾减灾重大
水利工程 312 个，总投资 2000 多亿元，计
划 11 月 25 日集中开工。其中，计划投资
70 多亿元对贾鲁河、双洎河进行综合治
理；投资 30 多亿元改造提升金水河等。
下一步，我省将全面推进恢复重建
项目实施。对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所谋
划项目，实行重建项目极简审批，确保今
年年底完成 600 亿元的投资计划；对明
年的项目及早开展前期工作，确保早开
工、早见效。同时，高质量完成村民住房
重建，11 月底前基本完成损坏房屋修缮
加固，年底前基本完成自建住房原址重
建，确保春节前入住新房。加快推进规
划确定的 4500 余项（段、座）水毁工程修
复重建，确保明年安全度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