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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 10月 18日召开会议，研究全面总结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
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11月 8日至11日在
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
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
决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
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
行修改后将决议稿提请十九届六中全会
审议。

会议认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
思广益，广泛听取了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和建

议。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
会，当面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
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各地区
各部门各方面和党的十九大代表对决议稿
给予充分肯定，一致赞成决议稿的框架结构
和主要内容，认为决议稿实事求是、尊重历
史、主题鲜明、总结全面，同时提出许多很好
的意见和建议。决议稿吸收了各地区各部
门各方面意见和建议。

会议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忠实
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
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
波澜壮阔的壮美画卷，使近代一百多年饱受
奴役和欺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使具有五
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

化，使具有五百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思想在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开辟出成功道路，使
新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展现出光明前景。

会议强调，在党的长期奋斗历程中，以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推动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了重
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
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积累了新的宝贵经验，彰显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
前凝聚振奋，我国国际地位日益巩固，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

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
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
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
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
转的历史进程。

会议指出，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
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
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
严治党，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
奋斗。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记者昨日从郑州海关获悉，今年前三季
度，我省进出口总值完成 5538.2亿元，同比增长 46.2%，高于全国
整体增速 23.5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完成 3384.8亿元，增长 46%，
高出全国出口平均水平 23.3 个百分点；进口 2153.4 亿元，增长
46.7%，高出全国 24.1 个百分点。贸易顺差 1231.4 亿元，扩大
44.8%。前三季度，郑州市进出口完成 3866.3 亿元，增长 47.1%，
占全省进出口值的69.8%。

9月份当月，我省进出口 764.8亿元，同比增长 42.2%，环比增
长46.9%，创今年以来月度进出口最高值。其中，出口427.3亿元，
同比增长 68.9%，环比增长 48.4%；进口 337.5 亿元，同比增长
18.4%，环比增长45%。

前三季度我省外贸呈现以下主要特点：进出口总值创我省前
三季度进出口历史新高，已超2018年全年规模，（下转二版）

GDP增速9.8％！

前三季度中国经济保持恢复态势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记者

魏玉坤 谢希瑶）国家统计局 18日发
布数据，初步核算，2021年前三季度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823131 亿元，同
比增长 9.8％，两年平均增长 5.2％，
其中三季度同比增长 4.9％，两年平
均增长4.9％。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
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表示，前三
季度，国民经济总体保持恢复态势，
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推动高质量发展
取得新进展。

工业生产持续增长，服务业稳步
恢复。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1.8％，两年平均增
长6.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
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9.3％、15.3％，
两年平均分别增长17.6％、6.2％。

从需求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16.4％，两年平均增长3.9％；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3％，两年平均增长
3.8％；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2.7％。

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前三季度，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045万人，完成
全年目标的95％。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6％，涨
幅比上半年扩大0.1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缩小。前三季
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
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 9.7％，两年平
均增长 5.1％，与经济增长基本同
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2.62，比
上年同期缩小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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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拟提请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文件

十九届六中全会11月8日至11日召开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郑州龙子湖智
慧岛花团锦簇，“壮壮”“郑郑”的笑脸如阳
光般灿烂。今天，2021年全国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动周郑州主会场正式启幕。

围绕“高质量创新创造，高水平创业
就业”这一主题，“双创”周郑州主会场一
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 将拉开帷幕。主会
场活动、部门活动、地方活动、线上活动
等，一系列活动将带领与会者全面回顾
2015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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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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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周期间，郑州主会场的主题展示
环节，将设5个展区，全面展示创新创业的
典型案例和取得的重要成果。除主题展
示外，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将在郑州举办
创业投资行业峰会、全面创新改革交流研
讨会、中原科技城双创嘉年华等活动。

郑州主会场选址在龙子湖智慧岛中

原科技城会议中心以及周边场地。郑东
新区龙子湖智慧岛上，宇通制造的 5G无
人驾驶小公交车正在环道上进行运行调
试。“双创”会期间，全国各地的与会者将
搭乘无人驾驶公交车，亲身体验科技创
新改变生活的神奇。智慧岛大厦与周边
楼宇合围的中央草坪将迎来草坪展览、
黑科技发布、大中型项目路演等多项活
动。龙子湖正盛装以待，以崭新姿态迎
接这场高水平的创新盛宴。

科技加快“转”出生产
力，创新引擎更强劲；“引
凤还巢”做活“雁归经济”，
返乡创业促就业……近年
来，随着我国创新创业不
断迈向纵深，追梦人奔跑
的身影无处不在，“创动
力 ”激 发 高 质 量 发 展 活
力。热潮涌动的背后，是

“放管服”改革方向指导
下，各地不断优化和改善
的营商环境。

创新集聚高质
量发展动能

不需司机操作，公交
车就能自主选择车道，还
能与交通信号灯联动，保
持一路畅通……在河南省
郑州市郑东新区，这条开
通于 2020 年 6 月的特殊

“ 公 交 线 ”，全 长 17.4 公
里，标志着宇通客车股份
有限公司实现了智能驾驶
公交的商业化应用。

作为当前全球规模最
大的客车企业，宇通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连续19年保持国内销量第一，连续
9年全球销量第一。公司党委副书记王善冲
说，经过多年的自主研发和系统创新，宇通已
在新能源、智能驾驶、智能网联等领域取得领
先地位。 （下转六版）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际宾 王治）10月
18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第四届中国·河南招才
引智创新发展大会暨第二届中国·河南开放创新
跨国技术转移大会”新闻发布会。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郭成全出席发布会并介绍
大会整体情况，省人社厅厅长张国伟、省科技厅厅
长陈向平、郑州市长侯红、洛阳代市长徐衣显、新
乡市长魏建平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侯红表示，郑州是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和开放
创新技术转移两个大会的主要承办地，也是河南
招才引智、吸纳人才的主阵地。近年来，郑州借助
两个大会平台，吸引 2.3万名高层次人才入职、11
万青年人才落户、1275个项目落地建设，为郑州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当前，郑州正全面
落实省委省政府“两个确保”“十大战略”部署，加
快推进“两化五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两个大会
持续举办将助推郑州加快构建一流创新生态，为
打造国家创新高地、国家制造业高地、国家开放高
地、国家人才高地“四个高地”注入新动能新活力。

侯红说，郑州按照线上平台突出“云招聘”，线
下平台突出“做专场”要求，谋划了贯穿全年的

“1+5+N”专场活动，“1”即中原科技城主场，“5”
即产业人才招聘、省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赛会论
坛、跨国技术转移、区县招才引智 5类专项活动，

“N”即市县联动举办的 118个子项活动。会议期
间，将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招才引智和招商引
资相协同，精准签约一批高质量项目、落地一批新
型研发机构、引进一批高层次人才，加速构建以人
才为核心集聚创新要素新格局，不断为国家中心
城市现代化建设蓄势集能。

据了解，第四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
大会暨第二届中国·河南开放创新跨国技术转移
大会将于 10月 23日在郑州举行，其间将举办多
场专题论坛、重点创新平台招才引智等专场活动。

本报讯（记者 秦华）10月 18日，“第三届中
国考古学大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开幕，开幕式
上公布“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终评结果，河南省有
14个项目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
郑州有3个项目入选，分别是：新郑裴李岗遗址、
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商城遗址。

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会、中国
文物报社组织开展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遴选
推介活动。活动自 2021年 5月启动，经过各地
文物主管部门审核、专家提名，最终确定 321项

作为候选项目参与评选。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涵盖 3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其
中，历史底蕴丰厚、素有“文物大省”“考古大省”
之称的河南与陕西分别有 14项和 11 项入选。
河北、山东、湖北各有 6项入选，山西有 5项入
选，北京、浙江、江西、湖南、甘肃各有4项入选。
据悉，这些项目都在各自领域解决了重大的学
术问题，实现了新突破，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
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相关报道见7版）

市县两级纪委监委
新任班子集中培训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18日，市县两级纪委监委新任领导班
子培训班开班，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路云出席并讲话。

路云提出，市县两级纪委监委新任领导干部是郑州市纪检监
察系统的领头雁和骨干力量，身上担负着特殊的使命和责任，要
提高认识，知责明责、履职尽责；要珍惜机会，真学真悟，始终把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作为学习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努力在政治素质上有新提升、在业务能力上有新提高、在工作
方法上有新思路、在解决实际问题上有新突破，为未来工作奠基
蓄势；（下转二版）

全省千家非公企业
创文育苗行动启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18日，河南省

“千家非公企业文明创建育苗行动”启动仪式暨
实地观摩培训活动在郑州举行。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赵云龙，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明出席启动
仪式。

本次活动旨在推动非公单位创建科学规范、
常态长效，持续扩大文明单位创建的覆盖面和影
响力，通过在非公企业集中选拔一批党建基础
好、行业发展水平高、社会责任心强的企业，为省
级乃至全国文明单位创建储备力量。（下转二版）

2021年全国“双创”周郑州主会场今日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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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红检查督导“菜篮子”责任制落实情况

多措并举保障群众
“菜篮子”量足价稳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际宾 王治）10月 18日，市长侯红
到金水区检查“菜篮子”责任制落实情况，强调要树牢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思想，扛稳扛牢“菜篮子”工程民生责任，聚焦群众消费需求
和市场保供稳价，健全完善“菜篮子”产品市场调控和保供联动机
制，切实加强生产、流通和市场调度，让群众的“菜篮子”拎得更安
心、更放心、更舒心。

侯红先后来到燕庄农贸市场、家乐福超市金水店，实地察看
“菜篮子”产品货源渠道、经营销售等情况，询问叶菜、肉类、粮油等
商品销售价格，叮嘱商户要密切关注市场供需变化，积极拓展货源
渠道，确保新鲜蔬菜、肉品、禽蛋等民生物资供应充足；商务、农委、
市场发展等部门要履行好保供稳价责任，统筹供销大户、批发市
场、配送保障、零售终端各环节，畅通“菜篮子”产品绿色通道，确保

“菜篮子”产品产得出、运得走、供得上、价格稳，让群众吃上物美价
廉的“放心菜”“安心菜”。

调研中，侯红强调，“菜篮子”工程涉及千家万户，事关民生福
祉，是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压实“菜篮子”责任，加强农产品保
供稳价联动调度，增强“菜篮子”产品自给能力，统筹抓好生产发展、
加工收储、产销衔接、流通运输等工作，确保“菜篮子”供应充足、品
种丰富、价格稳定。要保障“菜篮子”质量，全面推行农业标准化生
产，建立“从农田到餐桌”全程可追溯体系，（下转二版）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河南夺冠
全省14个项目入选郑州有其三

2
版

昨晚，美丽龙子湖畔，上演
“双创周”灯光秀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摄

点亮“创”动力

2021 年 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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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入选14个项目

舞阳贾湖遗址、新郑裴
李岗遗址、渑池仰韶村遗址、
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巩义双
槐树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
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商城遗
址、安阳殷墟、三门峡虢国墓
地、洛阳东周王城遗址、汉魏
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
址、许昌白沙宋墓

聚力项目建设
绘就新郑高质量发展蓝图

新郑市 围绕五个方面
谱写司法行政工作新篇章

市司法局

前三季度我省外贸
总值继续领跑中部

郑州市进出口额占全省近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