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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中央人大工作会
议 10月 13日至 14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
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
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
伟大创造，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
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度。我们要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
作，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生动
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会议。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作总结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的基本原则，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有效保
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
障人民当家作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有效保证国家治理跳出治
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 40多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党领导人民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
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
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巩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全局出发，继续推
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
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强调必须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
家作主，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民
主集中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道路，必须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优
势。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
强则国家强。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
大工作。

习近平强调，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
法权威和尊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完善宪
法相关法律制度，保证宪法确立的制度、原则、规
则得到全面实施，要加强对宪法法律实施情况的
监督检查。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
使职权，保证宪法法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
和执行，自觉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习近平指出，要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要加强
党对立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改革发展决策
同立法决策更好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
涉外法治，统筹立改废释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
领域、涉外领域立法。要发挥好人大及其常委会
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深入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习近平强调，要用好宪法赋予人大的监督

权，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各级人
大及其常委会要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聚焦
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愿，推动解决制约经济社会
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加强对法律法规实
施情况的监督，完善人大监督制度。各级“一府
一委两院”要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
律法规和作出的决议决定，依法报告工作，自觉
接受人大监督。

习近平指出，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做
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丰富人大代表联系人
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
智、惠民生。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加强代表工作能
力建设，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人大代
表肩负人民赋予的光荣职责，要站稳政治立场，
履行政治责任，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展现新
时代人大代表的风采。

习近平强调，要强化政治机关意识，加强人
大自身建设。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全面加强
自身建设，成为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
机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机关、全面
担负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始终
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
导。各级党委要把人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完善
党领导人大工作的制度，定期听取人大常委会党
组工作汇报，研究解决人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要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下转四版）

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栗战书讲话

习近平向第 130届中国
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郑州慈善日活动募集
款物逾25亿元创新高
本报讯（记者 李娜 肖雅文）昨日下午，我市举行第十四

个“郑州慈善日”庆祝大会暨捐赠活动仪式。市领导杜新军、
孙黎、薛景霞、刘睿出席活动。

受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和市委副书记、市长侯红委
托，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杜新军代表郑州市委、市人大、市
政府、市政协、郑州警备区，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参与郑州
慈善事业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长期无
私奉献、辛勤工作的广大慈善工作者，致以亲切的慰问。他
说，近年来，郑州的慈善事业快速发展、硕果累累，（下转二版）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陈锋 张昕）
10月 14日是重阳节，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徐立毅来到二七区看望慰问老年人并调研
养老服务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祝全市老
年人健康长寿、生活愉快，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树立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加
快健全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
幸福晚年。

在福华街街道七一三社区，徐立毅先后
来到 91岁老党员李树清、88岁老党员韩德
义家中，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并详细了解
老人健康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认真听取老
人对党委政府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二七
区福华街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是一家为老年
人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线上线下医、养、护、
康服务的普惠型养老服务中心。徐立毅察
看了活动中心、康复室、餐厅等处，详细了解

中心运营情况，仔细询问老人入住感受，叮
嘱机构负责人坚持普惠性、公益性方向，进
一步完善服务体系，让老年人生活居住更舒
适更安心。

徐立毅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为做好老龄工作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
向。各级各部门要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要
求，把做好老龄工作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摆
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快构建“大中心+小中

心+数字化”的养老服务格局，完善覆盖全
市的以居家养老为主的服务体系，不断增
强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把街
道养老服务中心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有机结合，推动康养医养相结合，加快公共
服务体系“适老化”改造，不断完善服务功
能，让老年人享受到更加人性化的服务和
保障。

牛卫国、王万鹏参加活动。

徐立毅看望慰问老年人并调研养老服务工作

加快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10月13日至14日，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国家发
改委昨日发布消息，经国务院批准，
2021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
周将于10月19日至25日举行，主会
场设在郑州。这也是继北京、深圳、
上海、成都、杭州后，国家“双创”活动
周主会场首次落地中部城市。

本届活动周以“高质量创新创
造，高水平创业就业”为主题，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除主会场
郑州外，也将在全国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同步开展。活动周将聚焦开

局“十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通过主会场
活动、部门活动、地方活动、线上活
动等系列活动，全面回顾并展示
2015 年以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

得的丰硕成果，展现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不断向纵深发展取得的新进
展、新成就和新突破。

据了解，2021年全国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动周期间，郑州主会场
将开展主题展示，（下转二版）

全国“双创”周19日正式开启
郑州主会场活动多亮点足

逾25亿元背后的慈善力量 2版

为企业纾困 为群众解忧
“一把手走流程”动真格见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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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
交通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强调坚持开放联动，坚持共同发展，坚持创新驱动，坚持生态优先，坚持
多边主义，书写基础设施联通、贸易投资畅通、文明交融沟通的新篇章

二七区：深耕“三个二七”
六方面发力加快打造“六区”

市人社局：厚筑人才高地
为郑州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科技创新
激发工业发展新动能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治 王
世瑾）10月 14日，我市收听收看全省黄
河防汛视频会议，并接续召开视频调度
会,对黄河秋汛防御工作进行再安排、再
部署。市长侯红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全面落实全省黄河防汛视频会议要
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到目标
不变、力度不减、标准不降、人员不撤，落
实落细各项防汛抢险措施，确保黄河秋
汛安全平稳度过。

会议听取郑州黄河河务局关于黄河
防汛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侯红指出，今
年黄河秋汛水量大、时间长，黄河防汛形
势异常严峻。各级各部门要全面担当黄
河安澜的重大责任，切实增强风险意识，
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厌
战情绪，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强化巡查值
守，全面排险除患，坚决打赢黄河防秋汛
这场硬仗。

侯红强调，要坚持每日会商研判，强
化协同配合、信息共享，密切关注气象、
雨情、水情变化，做好监测预警，完善应
急预案，压实防汛责任，合力筑牢防洪保
安坚固屏障。要加强巡堤查险，充分发
挥巡堤查险员的前哨作用，严格落实上
岗前培训、明白卡发放、防汛装备配备、
食宿保障、保暖设施配置、交接班衔接

“六到位”，着眼抢早、抢小，全天候无死
角不间断开展巡防巡堤，避免出现巡防
真空。要紧盯重点险段，聚焦控导工程
等重点防洪工程，强化险工险段、薄弱堤
段的重点防守，确保大堤稳固、群众安
全。要备足防汛物资，预置抢险队伍，把力量、设备、物资等提前
部署到关键区域、关键部位，确保关键时刻应急抢险物资调得
出、供得上。要提前做好迁安救护准备，细化实化滩区群众迁安
预案，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安置地点及后勤保障，全力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吴福民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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