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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在
第七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强调，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
成 小 康 社 会 、 决 战 脱 贫 攻 坚 之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严重洪
涝灾害的考验，党中央坚定如期
完 成 脱 贫 攻 坚 目 标 决 心 不 动 摇 ，
全党全社会勠力同心真抓实干，贫
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顽强奋斗攻坚
克 难 ， 脱 贫 攻 坚 取 得 决 定 性 成
就。现在脱贫攻坚到了最后阶段，
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保持攻坚态
势，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获全
胜决不收兵。

习近平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
总结脱贫攻坚经验，发挥脱贫攻坚
体制机制作用，接续推进巩固拓展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保
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多措并
举巩固脱贫成果。要激发贫困地区
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激励有劳动能
力的低收入人口勤劳致富，向着逐
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继
续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各地区
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保持
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挂牌督战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促进发展特色
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加强易地扶贫
搬迁后续扶持，做好贫困劳动力稳
岗就业，对存在返贫致贫风险人口
提前加强针对性帮扶，确保高质量
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要做
好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
机衔接，通过持续努力推进脱贫摘
帽地区乡村全面振兴，为增进人民
群众福祉、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先
进事迹报告会 17 日上午在京举行。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
李克强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
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对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者
进行了表彰。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
突泉县、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和广西
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
安陲乡江门村村委会主任杨宁、河
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厂镇前何村第
一书记韩宇南、江西省宜春市奉新
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教师支月英、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原肝胆
外科二中心移植外科副主任朱震宇
等获奖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作
了事迹报告。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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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郭嘉莉） 10月
17日上午，市委书记王小平带领
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发改
委、市卫生健康委、市交通运输
局、市公安局等单位相关负责
人，对我市首届院（校）地科技合
作洽谈会暨招才引智大会筹备工
作进行实地检查。市领导刘涛、
牛炎平、孙起鹏、薛志杰、杨吉喜
一同检查。

王小平一行先后到市圆形报
告厅，市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厅、
第十会议厅、国际厅，实地察看

了开幕式会场安排布置、宣传展
板摆放等情况，详细询问洽谈会
专家到场人数、签约准备工作和
接待流程细节，就洽谈会期间我
市各项筹备工作、疫情防控措施
等提出具体要求。

王小平指出，首届院 （校）
地科技合作洽谈会是继“一赛一
节”之后我市打造的又一个对外
开放合作平台，办好这次盛会，
对于提高我市综合竞争实力、展
示城市良好形象、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各相

关单位以及筹备工作领导小组要
围绕既定方案，全力以赴、明确
分工、责任到人，认真抓好现场
搭建布置、流程组织和指挥调度
等具体工作，提前建立各类应急
处置预案，确保开幕式隆重热
烈、周到有序、安全顺利。

王小平强调，首届院 （校）
地科技合作洽谈会核心是院地合
作、科技合作，要牢固树立“科学
办会”的理念与宗旨，重点围绕参
加大会的专家学者，不折不扣做
好接待工作，让参会专家学者感

受到焦作对科技工作的重视，对
科技工作者的热情和尊重。出租
车、医院、车站、景区等重点窗口
单位，服务要热情周到，展现焦作
讲文明树新风的良好形象。要突
出企业主体，充分调动企业参与
对接洽谈的积极性，发挥企业资
源优势，促进重点项目签约，加快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王小平强调，要做好疫情防
控和安全保障工作，卫健、公
安、消防、交通等有关部门要统
筹协调，准备好口罩、酒精等防

疫物品，维护好全市治安环境和
社会秩序。要加强宣传，营造浓
厚的科技氛围，以更大的决心、
更足的干劲、更强的措施，精心
组织、通力协作，把这次大会打
造成具有示范性、引领性、方向
性、根本性的科技盛会，为加快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示范城
市，致力打造“精致城市、品质
焦作”注入强大的科技动力。

市领导还先后到焦作迎宾
馆、云水涧酒店、月季花园酒店
进行实地检查。①5

王小平检查首届院（校）地科技合作
洽谈会暨招才引智大会筹备工作

刘涛一同检查

本报讯（记者翟倩倩） 10月
16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徐
衣显与陕西白鹿仓投资控股集团
公司董事长董旭锋、执行总裁陈
清亮等座谈，双方就加快推进黄
河文化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建设
进行深入交流。河南省文化和旅
游厅原正厅级巡视员张凤有，市
领导李民生、闫小杏一同座谈。

徐衣显对董旭锋选择焦作、
投资焦作表示欢迎，对地企合作
项目前景充满期待。他说，焦作
既有区位、产业、环境等基础要件
支撑，又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中部崛起、郑洛都市
圈建设等战略机遇叠加，更有建
设现代流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
局等利好加持，经济社会发展潜

力大、动力强、活力足，现正乘势
而上、发挥优势，着力打造郑洛

“双核”辐射优先发展区、建设“两
山两拳”区域生态文化旅游融合
示范带、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
为实力强、品质优、业态新、前景
好的大企业来焦投资兴业搭建广
阔舞台、提供一流平台。希望白
鹿仓集团发挥企业综合优势，坚

持高水平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
益运营，全力推动项目加速落地、
早日运营，地企联手打造黄河文
化旅游特色品牌，助力我市文化
旅游高质量发展。

董旭锋简要介绍了项目规划
设计等情况，赞赏我市独特的山水
风光、丰富的自然资源、强劲的发
展态势，感谢焦作对合作项目的高

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表示集团对双
方今后的合作充满信心，将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以国际化的视野、先
进的管理运营模式，高标高质加快
推进项目建设，打造具有规模优
势、拳头优势的高品质文旅项目，
助力焦作以云台山为代表的自然
景观和以黄河文化为主题的人文
景观“两翼齐飞”、交相辉映。①5

徐衣显与白鹿仓集团高层座谈

本报讯（记者翟倩倩） 10月
16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徐
衣显带队到武陟县调研清洁取暖
工作。他强调，清洁取暖是关系
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项
目、生态工程、政治任务，各级
各部门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
感，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加大工
程推进力度，全力推动清洁取暖
提质扩面增效，确保群众温暖过

冬、清洁过冬、安全过冬。市领
导李民生、闫小杏一同调研。

在中水寨村和盛世花园小
区，徐衣显走进居民家中与群众
亲切沟通交流：“气源稳定吗？冬
天用电取暖一个月花多少钱？”详
细了解“双替代”、气厨炊设备安
装使用和补贴政策落实等情况，
并就用气用电成本和取暖、做饭
效果，同大家一起细算支出账。
叮嘱要严格落实相关补贴政策，

聚焦群众需求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让群众改得起、用得起，享温
暖、得实惠。

在长恒小区、黄河小区，徐衣
显认真听取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提
升项目相关工作汇报，仔细了解
项目的施工进度、施工质量等情
况，强调要抓安全、保质量、赶进
度，确保高质高效完成提升改造
目标任务。

调研中，徐衣显强调，今年

是清洁取暖三年行动计划实施的
最后一年，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
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严格按照推进计划和施工方
案，细化任务、合力攻坚、加快推
进，确保高质量完成清洁取暖各
项目标任务。要突出工作重点，
统筹做好“双替代”供暖改造、既
有建筑能效提升节能改造、气厨
炊改造、电力基础设施配套改造、
燃煤散烧治理等工作，在提质扩

面增效、气源电源保障、安全稳定
供给上出实招、求实效，切实让群
众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要严
格监督检查，及时排查整治各类
风险隐患，严把工程质量，确保建
设施工安全、群众取暖安全。要
加大宣传力度，帮助群众算好经
济账、环保账、健康账，提高群众
对清洁取暖工作的认知度、接受
度、满意度，确保清洁取暖真正成
为民生工程、民心工程。①5

徐衣显调研清洁取暖工作时强调

加快推进清洁取暖提质扩面增效
全力保障群众温暖清洁安全过冬

本报记者 孙国利

滔滔黄河，厚重怀川；群山拥
翠，沁河荡漾。

高质量发展，焦作走在全省前
列。科技创新已然成为焦作高质量发
展的第一引擎，作用愈加凸显。这两

年，敢拼会赢的焦作可谓好事连连：
去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
速达 18.2%，高于工业增加值增速 9.5
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
58.3%，高新技术企业已成为我市高
质量发展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
全市高技术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增
速较全市平均水平高 2.4 和 0.7 个百分
点。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科
技创新的主体。再小的企业，一旦掌
握核心技术，就可能成为市场的“宠
儿”，就能掌控更多话语权。孟州皓泽
电子申请国内专利 261 项、国外 PCT
专利 1 项，科技成果获得国际先进水
平评价。飞孟公司拥有国家知识产权
有效专利66项，实现成果转化21项，
多晶树脂金刚石磨料国际市场占有率
超过 80%。天宝桓 （环） 祥公司自主
研发生产的我省首台金刚石加工和天
然宝石改色装备，拥有专利 30 多项，

有望获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隆丰
皮草是LV、普拉达、阿玛尼等国际知
名品牌的供应商，羊皮供应量占全球
四分之一。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国际市场疲软，但该公司不等不
靠、苦练内功，一方面积极参与国内
经济大循环，大力发展“网红”经
济，开拓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扑下
身子主攻未来三五年的产品研发，为
行业复苏积蓄动能。

新发展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创
新要素必不可少。我市在全省率先设
立“改革创新奖”，不断培育壮大科技
创新主体，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呈倍数
增长。去年，我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76 家、居全省第五，是 2016 年 2.67
倍。仅 2019 年，我市就通过认定 86
家，同比新增 65 家，增速居全省第
二。我市拥有省创新龙头企业 9 家、
省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示范企业 30 家，
均居全省第三。（下转第四版）

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引擎
——新发展格局下的焦作创新红利

创新赋能，逐梦前行。今天，焦
作市首届院 （校） 地科技合作洽谈会
暨招才引智大会在万众瞩目中开幕，
各级领导、两院院士、知名学者、商
界精英等群贤毕至，为我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我们对大会的
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创新，是
在荒原辟出新的坦途，在江海探寻新
的航道，为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解放
思想再启程、招才引智攀高峰。

几天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
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的
重要讲话振奋人心、言犹在耳。数日
后，我市召开首届院 （校） 地科技合
作洽谈会暨招才引智大会，就是对落

实新发展理念，紧扣推动高质量发
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一往无前的
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开新局的精彩响应、
奋斗与实践。

顺应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的新形势新要求，这些
年，我市拉高标杆、加压奋进、创新
发展，正处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
期，跟上时代步伐、抢占科技竞争和
未来发展制高点，必须借梯登高、借
船出海，在开放创新上谋发展、在招
才引智上求突破。

特别是今年年初以来，疫情加剧
时代风云变幻，为应对逆风逆水的外
部发展环境，市委、市政府更是将院
（校）地科技合作和招才引智作为全市
转型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对外开放
的重要平台，作出战略规划、出台行
动方案、科学组织实施。

为创精彩之作，我市成立了领导
小组，抓政策落地、盯措施落实；市
主要领导赴科研院校谈科技合作、促
项目联姻，全市院 （校） 地科技合作
和招才引智工作有条不紊、扎实推进。

开篇谋新局，全市一盘棋，各县
（市）区和示范区也争先恐后、争做标
杆，（下转第四版）

迈上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热烈祝贺焦作市首届院（校）地科技合作洽谈会暨招才引智大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