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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7月 20日，
省政协召开月协商座谈会，邀请省政
府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政协委员、相
关职业院校负责人、企业代表等，围绕

“建设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协商建
言。省政协主席刘伟出席并讲话。

会上，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负责同志介绍了有关情况，
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作
《协商专报》情况说明。李海燕、曹焱、
张橡楠、宋大成、马占欣、石聚领、芮耀
民、梁建松、张建伟等9位同志作了发
言，围绕完善配套政策、加强财政支
持、改革办学模式、科学设置专业、引
进师资力量、加强校企合作等提出意
见建议。

刘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
可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位谋
划、强力推动，我省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成效显著，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培

养了大批技能人才。要深入学思践
悟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作为
建设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的根本遵
循，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办学方
向，坚持立德树人，在培养学生动手
能力上下功夫，注重成人再教育，加
强顶层设计，形成工作合力，培养更
多技术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有
效服务高质量发展。要发挥政协优
势，深入调查、吃透情况，拿出针对性
强、操作性强的建议，为建设高质量
职业教育体系、服务“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贡献力量。

副省长霍金花听取发言，表示要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职业
教育大会精神为指导，认真吸纳大家
的意见建议，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推
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河
南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省政协副主席高体健主持会议，
省政协秘书长汪中山出席会议。③9

省政协召开月协商座谈会

助力建设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
刘伟出席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 7月 20 日电 人口发
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情。为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现就优化生育政策，实
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
并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
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
生育支持措施（以下简称实施三孩生
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作出如下决
定。

一、充分认识优化生育政
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
重大意义

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
决策，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坚持计划
生育基本国策，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
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
度重视人口问题，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
化形势，作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决策，各项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当前，进一步适应
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
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具有重大意义。

（一）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落实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老龄化是
全球性人口发展大趋势，也是我国发展
面临的重大挑战。预计“十四五”期间我
国人口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
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将对经济运
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
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释放生育潜能，
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促进代际和谐，增
强社会整体活力。

（二）有利于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
势，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口
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影响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变量。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未来保持适度
人口总量和劳动力规模，更好发挥人口
因素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作用，为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人力资本支撑和内
需支撑。

（三）有利于平缓总和生育率下降趋
势，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群众生育
观念已总体转向少生优育，经济负担、子
女照料、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成为
制约生育的主要因素。实施三孩生育政
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促进生育政策与相
关经济社会政策同向发力，有利于满足
更多家庭的生育意愿，有利于提振生育
水平。

（四）有利于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成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今后一
个时期，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
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仍然处于
紧平衡状态，脱贫地区以及一些生态脆弱、资源匮乏地区人口与发展矛盾仍然比
较突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引导人口区域合理分布，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
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指导思想、主要原则和目标

（五）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改革服务管理制度，提升家庭发展能
力，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基础和
持久动力。

（六）主要原则
——以人民为中心。顺应人民群众期盼，积极稳妥推进优化生育政策，促进

生育政策协调公平，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生育需求，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
考虑，切实解决群众后顾之忧，释放生育潜能，促进家庭和谐幸福。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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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海涛 郭北晨

雨！雨！雨！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中原大地正在经

受严峻考验！暴雨如注，大水围城，雨情罕见，汛情
紧急！

7月 17日以来，河南出现明显降水过程。19
日 17时-20日 17时，河南暴雨更是频频刷屏，郑
州、许昌、新乡等地区出现特大暴雨。郑州市的天
空像是撕开了无数口子，雨水肆无忌惮地向大地倾
泻，24小时降水量已达258.1毫米，为郑州历史上
首个特大暴雨，大幅超越历史纪录。

受暴雨影响，我省多地出现内涝、洪水，情势紧
急，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汛情就是命令，安澜就是责任，防汛救灾不容
有失！

省委、省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高度重
视防汛救灾工作，要求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立足防
大汛、抗大灾，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抓实抓细各项
工作，确保汛期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响鼓重锤，号令如山。从此次强降雨侵袭中原
的第一刻起，在省委、省政府的统筹指挥下，各级各
部门闻汛而动、克难攻坚、众志成城，全力开展防汛
抢险救灾。

暴雨来袭，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各成员单位全
力应战。

针对严峻防汛形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科学研
判、积极应对，7月 16日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指
挥长1号令，要求全力防范应对即将出现的强降雨
灾害天气，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
日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为Ⅱ级。

7月 16日以来，省水利厅派出 5个工作组在
各地开展专项检查指导，20日将水旱灾害防御应
急响应级别提升为Ⅱ级。各级水利部门安排专
人到重点部位加密巡查频次，并预置防汛物资和
抢险队伍，各级责任人全部上岗到位，24小时值
守。

省气象局按照 1号指挥长令要求，迅速行动、
周密部署、实行战时工作机制，落实24小时防汛值
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加强精密监测，加强部门
联动，全网发布预警信息。截至20日傍晚，气象部
门共发布预警信息1100多条。

全省自然资源部门迅速进入战时状态，立即启
动红色预警响应，派出６个专家督导组，对郑州、洛
阳等红色预警地区进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督导检
查。对红色预警区域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和监
测，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省住建厅启动防汛应急预案，要求干部职工闻
令而动，做好防汛应急相关工作。人防、房管、地
铁、城市照明、道路绿化、环卫保洁等部门均采取紧
急措施，努力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

暴雨来袭，相关市县全力应战！
为切实做好防汛应急救灾工作，郑州市防指决

定自7月20日17时起将防汛Ⅱ级应急响应提升至
I级，紧急提醒全市人民尽量待在家中或安全的地
方，提高防水、防电、防灾、避险、自救能力。20日
18时，郑州地铁5号线断行，部分乘客被困车内，消
防救援人员紧急出动，开展救援。

焦作闻“汛”而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
案，开展防汛排涝工作。强降雨造成市内部分道路
积水严重，焦作交警全员出动，在重点路口、路段、
桥梁疏堵保畅。龙源路山阳路口附近积水深，交警
脱掉鞋子赤脚指挥交通，全力保障市民安全和道路
畅通。

暴雨来袭，人民子弟兵全力应战！
武警河南总队高度关注省内灾情，官兵闻灾而

动，紧急投入抢险救灾。20日 17时 50分，郑州市
惠济区枯河丰乐农庄段发生险情，武警河南总队机
动支队出动 200余名兵力，携带冲锋舟 8艘、救援
装备器材 5000余件，参与抢险救援。截至 20日
晚，官兵仍在连夜奋战。

一处处汛情灾情，牵动四方，也让各种力量在
这里迅速集结，在暴雨洪水面前筑起坚强堡垒、严
密堤坝。

据省气象局预测，21日，我省黄河以北和郑
州、洛阳、开封、平顶山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局部大
暴雨、特大暴雨，防汛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暴雨浇不灭精神火焰，洪水冲不垮责任担当。
全省上下众志成城、枕戈待旦，必将书写防汛救灾
的胜利新答卷。③7

暴雨来袭 众志成城
——我省全力应对重大洪涝灾害

□夏远望

被困郑州地铁 5号线隧道内乘客安全疏散；消

防员暴雨中组成人墙营救幼儿园校车；红十字水

上义务救援队逆行城市积水最深处；快递

小哥暴雨蹚水帮忙推车；路人手挽手肩并

肩过马路；人民子弟兵星夜驰援……特大

暴雨突袭河南，大雨无情人有情，各级党

委、政府迅速行动，全省各地众志成城排除

险情，在疾风骤雨中筑起了守护平安的铜

墙铁壁，奏响了抗击灾情的昂扬乐章。

当前河南特别是郑州市遭遇的连续强降雨

为历史罕见，局部地区降雨量极大、灾害风险极

高，防汛形势极为复杂严峻。做好防汛工作，事

关 人 民 群 众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事 关 百 姓 最 大 利

益。暴雨袭来，责任不沉没，救灾现场，一个个

匆匆前行的身影，扛的是山一般的重担，给予无

数人心灵的踏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

持战时标准、扛起战时担当，咬紧牙关、

迎难而上，与时间赛跑，以“迅”应“汛”，

就能守护好家园的美丽。

面对不可抗拒的天灾，我们在一次

次危机处理中丰富经验、完善设施、健全

机制，一次又一次踏平坎坷成大道。我

们坚信，这场历史罕见的大雨过后，大地

会更干净、草木会更葱绿。亿万中原儿女有信

心、有能力战胜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灾害，齐心

协力，风雨何惧！○5

齐心协力 风雨何惧

“桃园”深处寻“桃源”种质资源库③探访

▶ 7 月 20 日，在
位于禹州市顺店镇的
潘家河沿岸，防汛救灾
人员利用机械疏通河
道。⑨6 牛书培 摄

连日来，郑州市区及所辖六县（市）降水强度历史罕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武警河南总队官兵紧急展开救援，图为官兵正在抢险。⑨6 刘睿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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