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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2021中关村论坛开幕式将于 9月 24日
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
通过视频方式在开幕式上致辞。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习近平今日将以视频方式
在中关村论坛开幕式上致辞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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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陈锋 张昕）9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郑州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五次
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十一届
市委报告（讨论稿），十一届市纪委工作报告（讨
论稿），十二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十二届市纪
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市十二次党代会主
席团成员建议名单，《中共郑州市第十一届委员
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确定出席中共河南省第十
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圈选办法（草
案）》，圈选确定我市出席省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候
选人预备人选。

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徐立毅讲话。

市领导侯红、周富强、牛卫国、黄卿、吕挺琳、
杜新军、白江民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听取了十一届市委报告（讨论稿）、十一
届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稿）起草情况说明，市十
二次党代会选举有关情况说明。

在进行分组讨论后，会议审议通过了十一届
市委报告（讨论稿），十一届市纪委工作报告（讨
论稿），十二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十二届市纪
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市十二次党代会主
席团成员建议名单，《中共郑州市第十一届委员
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确定出席中共河南省第十
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圈选办法（草
案）》，圈选确定我市出席省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候
选人预备人选。

根据省委批复，中国共产党郑州市第十二
次代表大会将于 9 月 25 日正式召开。会议决
定，市党代会的主要任务是：认真总结市十一次

党代会以来的工作，研究确定今后五年的指导
思想、奋斗目标和战略举措；选举产生中共郑州
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和中共郑州市第十二届纪律
检查委员会；选举产生我市出席省十一次党代
会代表。

会议指出，市十二次党代会，是在进入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
背景下，在郑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河南及郑州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开启国
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关键时期，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党代会，对
于统一思想、强化共识、凝聚力量，进一步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推进国家、省重大战略在郑州更好实施，推
进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迈出更大步伐，推

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更加坚强有力，具有重
大深远意义。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
认识开好党代会的重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和行动进一步统一到
中央、省委的部署要求上来，统一到确保市十二
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上来，努力把大会开成高举
旗帜、维护核心、凝心聚力谋出彩的大会，开成
求真务实、团结奋进的大会，确保会议圆满成
功、达到预期效果。

会议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
使命感，做好市委报告审议、换届选举工作，确
保大会各项任务顺利完成。要切实加强对大
会的组织领导，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扬民
主、带头守纪与严格执纪、总结谋划与舆论引
导结合起来，把全市上下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

动起来、汇聚起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与浓
厚的干事创业氛围。要在开好党代会的基础
上，统筹抓好稳增长、抓重建、保民生、去风险、
护稳定、促改革各项工作，确保全年工作取得
好的成效。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大力弘扬斗
争精神、担当意识、过硬作风，以实际行动体现
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
答卷。

十一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在郑
的副市级以上非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党员领导干
部；市四套班子副秘书长，市委各部委由市委常
委担任正职的部门常务副职；市纪委委员；各开
发区、区县（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机关各
单位党员主要负责同志；市属新闻单位主要负责
同志等列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在郑开展
执法检查和专题调研

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李点 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袁
帅）9月 22日至 23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赵素萍
带队，在郑州市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两条例”执法检查及省委
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专题调研。秘书长吉炳伟参
加检查调研。

检查组一行先后到中国（河南）自贸区郑州片区综合服务
中心、比克电池有限公司、三全食品有限公司等处，全面检查
贯彻执行“两条例”等方面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郑州市
有关情况汇报，倾听五级人大代表和企业家的意见建议。

赵素萍指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营造一流营
商环境的重大意义，加强对优化营商环境“两条例”的学习宣
传贯彻，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法律法规得到全面有效实
施；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问题导向、加强协同配合，对照
企业反映的实际问题，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切实有效加以解
决，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要积极履行人大职责，发挥
好立法引领和监督促进作用，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优势，推动营
商环境建设实现更大提升。

市领导侯红、胡荃、蔡红、吴福民、薛景霞、杨东方陪同检
查或参加座谈。

市委十一届十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 徐立毅讲话

市委向老干部通报
换届人事安排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娜）中共郑州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将于
近期召开。昨日下午，市委召开会议，向我市老干部通报中共
郑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人事安排有关情
况。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周富强，市委常委、组织部
长吕挺琳参加会议。

通报会上，吕挺琳就换届人事安排工作的指导思想及原
则、“两委”人事方案的产生过程和“两委”候选人预备人选构
成情况等向参会老干部作了通报。

周富强代表市委向老干部们多年来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说，长期以来，各位老领导、老
同志始终关心关注郑州的发展，为郑州建设倾注了大量心
血。郑州今天良好的发展基础和昂扬的发展势头，凝聚着大
家的心血和汗水。（下转二版）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记者昨日
从市统计局获悉，伴随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深入实施，2020 年我市研发投
入再创新高。去年全市共投入研究
与试验发展(R&D)经费 276.7 亿元，
较上年增长 16.9%，研发经费投入强
度达 2.31%，较上年提高 0.27个百分
点，为郑州“十四五”科技创新树立了
新起点、新高度。

分析指出，“十三五”期间，我市
的研发投入强度与全国差距持续缩
小。“十三五”期间，我市研发经费支
出保持快速增长，2015年完成 116.7
亿元，2017年突破 150亿元，2019年
突破 200亿元，2020年达到 276.7亿
元，是 2015 年的 2.4 倍，年均增长

18.8%，超过同期 GDP 年均增速。
2020 年全国研发经费支出 2.44 万
亿，研发投入强度 2.40%。我市的研
发投入强度低于全国0.09个百分点，
差距较2015年缩小0.38个百分点。

去年我市的研发投入中，企业成
为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从经费来
源看，全市研发经费支出中，企业资
金 共 计 227.7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8%，占全部研发经费支出比重的
82.3%；政府资金 39.1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5.7%，占比 14.1%；其他资金
9.9亿元，占比3.6%。

此外，政府属研究机构的贡献
加大。2020 年政府属研究机构研
发经费支出 30.1 亿元，较上年增加

10亿元，增长 49.7%，占全部研发经
费支出比重 10.9%，占比较上年提
高 2.4 个百分点。高等学校投入快
速增长。去年高等学校研发经费支
出 23.5 亿元，较上年增加 3.5 亿元，
增长 17.4%，占全部研发经费支出
比重 8.5%。

从活动类型看，试验发展为研发
费用的主要支出方向。在投入的所
有研发经费中，用于试验发展的经费
支 出 为 235.5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8.5%，占比 85.1%；用于基础研究的
经 费 支 出 9.8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3.9%，占全部研发经费支出的比重
3.6%；用于应用研究的经费支出31.4
亿元，比上年增长7%，占比11.3%。

全市研发投入再创新高
年均增长18.8%！持续激发创新活力

“米袋子”“菜篮子”货丰价稳
民以食为天。对于郑州这个有着534万城区人口的特大

城市来说，确保“米袋子”“菜篮子”安全供应至关重要。
五年来，我市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粮食安全县

（市、区）长责任制考核，对粮食和蔬菜实行目标管理，划定粮
食功能区120万亩，建设高标准“菜篮子”生产示范基地3.2万
亩，主要粮食作物良种覆盖率保持在 95%以上，主要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82.9%，粮食年产量稳定在 150万
吨左右，蔬菜年产量稳定在 220万吨以上。全面落实发展生
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市长负责制，出台《关于加快推动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展规模养殖，恢复稳定生猪生产，大
力发展优质家禽、牛羊等食草动物、特色畜禽和蜂业生产，增
强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

都市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五年来，结合郑州农业资源禀赋、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需要和广大市民消费升级的需求，我市着力推动产业升
级、结构优化、质量提升，走出一条具有特大城市特色的农
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下转六版）

郑州农业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
本报记者 武建玲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稻谷压弯腰，玉米黄灿
灿，枝头果飘香……昨
日是第四个“中国农民
丰收节”，我市广大农民
朋友通过各具特色的活
动展示丰收成果，分享
喜悦心情。

农业稳则天下稳，农
民安则天下安。

市十一次党代会以
来，我市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为总抓手，着力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发展都市生态农业，
深化农村改革，推进脱贫
攻坚，建设美丽乡村，农
业农村工作取得新进展。

◆2015年研发经费支出
完成116.7亿元

◆2017年研发经费支出
突破150亿元

◆2019年研发经费支出
突破200亿元

◆ 2020 年研发
经 费 支 出 达 到
276.7亿元

“十三五”期间，郑州研发投入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幅达18.8%

金秋的希望田野，处处洋溢丰收喜悦 本报记者 张立 摄

2020年研发投入276.7亿元

用于试验发展235.5亿元，比上年
增长18.5%

用于基础研究9.8亿元，比上年
增长13.9%

用于应用研究31.4亿元，比上年
增长7%

民盟郑州市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选举产生第十四届委员会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昨日，中国民主同盟郑

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民盟郑州市
第十三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盟郑州市第十四届
委员会，通过了大会决议。民盟河南省委专职副主委柳锋波，
市领导周富强、杨福平、王福松、李喜安、岳希荣到会祝贺。

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孙黎、赵学庆、李新有、郑高飞、
胡文杰、薛景霞和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等单位负责人也
到会祝贺。

受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委托，市委副书记、市委政
法委书记周富强代表中共郑州市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
贺。他说，民盟郑州市委会深入学习中共十九大、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思想政治建设，（下转二版）

中共郑州市委向市各民主
党派通报换届人事安排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中共郑州市第十二次代
表大会将于近期召开。昨日下午，市委召开会议，向我市各民主
党派主委通报中共郑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人
事安排有关情况。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杨福平参加会议。

通报会上，杨福平就换届人事安排工作的指导思想及原
则、“两委”人事方案的产生过程和“两委”候选人预备人选构
成情况等向各民主党派作了通报。并代表市委向各民主党派
多年来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希
望大家在中共郑州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优势和引领
作用，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
国统一战线，为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推进中原
更加出彩、中部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民革郑州市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选举产生第十四届委员会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昨日，中国国民党革命

委员会郑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民
革郑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革郑州市
第十四届委员会，通过了大会决议。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省委
主委李英杰，市领导周富强、杨福平、王福松、李喜安、岳希荣
到会祝贺。

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郝伟、孙黎、赵学庆、李新有、
郑高飞、胡文杰、薛景霞和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等单位负
责人也到会祝贺。

受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委托，市委副书记、市委政
法委书记周富强代表中共郑州市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
贺。他指出，民革郑州市委会围绕我市重大决策部署，始终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认真履职尽责，（下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