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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两学一做”
全面从严治党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30日电 全

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

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

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30日上午在人民
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

强。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这个盛

会，就是要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

点上，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

置，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

角。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

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

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各领

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

机。这是我们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

国的出发点。

李克强主持。张德江、俞正声、

刘云山、王岐山出席大会。

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
唱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

了讲话。他指出，我国科技事业发

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
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
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

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
技强国。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

者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

的光荣，大家责任重大、使命重大，

应该努力为建成创新型国家、建成

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习近平强调，历史经验表明，科

技革命总是能够深刻改变世界发展

格局。在绵延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
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

的科技成果。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懈努力，我

国科技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科技整体能力持续提升，一些重

要领域方向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正

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

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

习近平指出，纵观人类发展历

史，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

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不创新不

行，创新慢了也不行。如果我们不

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

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

整整一个时代。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把握发

展自主权、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

选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

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

然选择，是更好引领我国经济发展

新常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的必然选择。我们要深入贯彻新

发展理念，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和人才强国战略，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统筹谋划，加强组织，

优化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总体布局。

习近平就此提出5点要求。一
是夯实科技基础，在重要科技领域

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推动科技发

展，必须准确判断科技突破方向。

判断准了就能抓住先机。科学技

术是世界性、时代性的，发展科学

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

脉搏，及时确立发展战略，坚定创

新自信，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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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
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

本报讯 （记者任华裔）日

前，南阳报业传媒集团出台

了《南阳日报社“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实施意见》，传媒集

团各部门、各单位负责人向

党委递交了南阳报业传媒集

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岗位责

任书、新闻舆论安全责任书，

南阳报业传媒集团领导作了

《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讲规

矩》的专题辅导报告。

报业传媒集团旨在通过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力促

报业发展收到五个方面成效：

促提升，坚持办优质报纸、办

精品报纸，为巩固“百强报

纸”地位奠定坚实基础；促转

型，以领导干部观念转变、职

工素质提升促进报业转型；促

融合，推进媒体资源的深度集

聚；促创新，从内容、方法、

手段、业态、体制等方面进行

创新；促奋进，提高队伍素

质和办事效率，与时俱进、奋

发图强。同时，要从头建立健全

党员个人学习、支部学习、会议

活动、文件材料、制度建设等五

种基础档案，使整个学习教育规

范有序、有迹可查。

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认

真梳理在党风廉政建设、新闻

舆论安全等方面的不足之处，

找出差距，对标看齐，提升能

力，推进工作。③1

南阳报业传媒集团扎实推进学习教育

敬畏规矩 融合提升

本 报 讯 （记 者 柏 伴

雪）连日来，方城县广阳镇

王锋三闯火海救人、身负重

伤的无畏壮举和英雄事迹，

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日

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
万全看到家乡王锋英雄事迹

的报道后，很受感动，十分

挂念，特意与市委书记穆为

民通电话，向英雄表示敬

意，向英雄家属表示慰问。

30日上午，受市委书
记穆为民委托，带着常万

全部长的殷切关怀，市委

副书记王智慧一行专程前

往南石医院，到病房看望

王锋，向王锋及其家属转

达了亲切慰问，并详细询

问医疗和生活中存在的困

难，鼓励家属要坚强面对

眼前难关，市委、市政府

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全市

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在病房外，王智慧与医护

人员详细讨论了下步治疗

方案，再三叮嘱医护人员

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以

赴做好王锋伤情救治和康

复工作。

王智慧指出，王锋是南

阳大地涌现出来的英雄人

物,他火海救人的壮举、舍
己为人的行为感人至深，集

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集中体现了南阳

人的优秀品质，传递了社会

正能量。王锋同志已经被授

予“南阳市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称号，市委已做出向王锋

同志学习的决定。全市上下

要以英雄为榜样，学习他见

义勇为、挺身而出的先进事

迹，切实把学习英雄的热情

转化为推动转型跨越、绿色

崛起的实际行动，为建设大

美南阳、活力南阳、幸福南阳

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③4

学 习 英 雄 王 锋
倡 树 时 代 新 风

本报记者 李小胄

特约记者 樊迪 樊珂

日门诊量平均 200人，月住院
200余人，专业技术团队达 50余
人——内乡县计划生育指导站特色

专科品牌影响力初显，经济效益和社

会美誉度同步提升，呈现出喜人局面。

在各地计划生育指导站面临转

型阵痛、经营举步维艰的形势下，地

处山区的内乡县计划生育指导站却

一枝独秀，成功实现转型，实属不易。

敢于担当 改革出活力

内乡县计划生育指导站曾荣获

“全国计划生育流动服务车项目先进

集体”荣誉称号，是“全国计划生育优

质服务示范县站”。然而，这些荣誉

却改变不了其难以为继的困境。去

年前 7个月连续亏损，队伍人心不
稳，一些技术专家纷纷准备跳槽，寻

找新的出路。面对发展困境，内乡县

卫计委党委果断决策，去年8月任命
县妇幼保健站党支部书记、儿科专家

张淑华为内乡县计划生育指导站站

长。

张淑华临危受命，负重前行。上

任伊始，她广泛调研，实施全面改革，

以人才兴站，以专科建设强站。组建

新的领导班子，明确职责，使业务型

副职倾向于临床一线工作，使管理型

副职倾向于计生业务管理；中层岗位

公开竞争上岗，优化中层科室负责人

团队，为业务发展奠定坚实的组织基

础。张淑华到任当月，指导站就扭转

了亏损局面，实现了盈利。

瞄准群众需求，在保证计划生育

主业（宣传教育、技术服务、优生指

导、药具发放、 （下转A3版）

机制创新天地阔 人才支撑谱新篇
——内乡县计划生育指导站转型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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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位于新能源产业集聚区

的新万方电气装备有限公司科学调

度，加紧生产，确保实现“双过半”。

本报记者 陈琰炜 摄

图② 河南杭豫轴承有限公司

注重管理创新，年产轴承套圈2000
万套，产值1.2亿元。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图③ 位于卧龙区的河南迈松

医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加强与科研

院所合作，生产的数字化多功能心

肺复苏仪等设备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③6
本报记者 崔培林 特约记者

陈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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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柏伴雪）5月
30日，市委宣传部召开学习宣
传王锋事迹座谈会。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王新会要求，各

部门要明确责任，迅速行动，

在全力以赴救治火海救人英雄

王锋的同时，深入挖掘，持续

关注，弘扬正气，成风化人，

让“大美南阳好人多”的美誉

声名远播。

市教育局、市卫计委、方

城县委宣传部、卧龙区委宣传

部、南石医院及省驻宛新闻媒

体、市新闻媒体等有关单位负

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王

锋的救治情况、家庭困难及宣

传工作等进行了座谈。

王新会指出，王锋的事迹

感人至深，引起了全国的广泛

关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下一步，将邀请国内顶尖

专家会诊，优化治疗方案，不

惜代价、全力以赴救治英雄。

同时，各级各部门要切实解决

好王锋面临的实际困难，让英

雄及其家人深切体会到来自党

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

关怀与关爱。通过持续深入开

展、聚焦爱心接力，凝聚精神

力量，弘扬传统美德，让崇德

向善、明德惟馨、见贤思齐的

良好风尚润泽南阳，让南阳的

好典型、好故事、好声音传遍

全国。③6

我市召开学习宣传王锋事迹座谈会

深入挖掘 持续关注 成风化人
稳增长 保过半

本报讯（特约记者王长锋

通讯员徐琛）南召县在“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中，组织党员干部

深入田间地头，服务“三夏”生

产，积极为群众办好事、做实

事、解难事。

该县抽调公安、农业、财

政、金融等部门 75名党员干
部，组成 15支党员义务宣传
队，宣传秸秆禁烧、秸秆化粪还

田和小额信贷等惠农政策；工

商、质监等部门组成的党员护

农突击队，严厉打击出售假冒

伪劣农资产品等坑农、害农的

违法行为，净化农资市场。同

时，组织专家服务团、党员技术

服务队等，采取田间示范、巡回

服务的方式，为群众培训农机

维修、水稻高产栽培、无公害蔬

菜种植、农药使用等技术；乡镇

和村组组建党员志愿帮扶队，

以农村特困户、外出务工人员

家庭为重点，采取“1+1”结对帮
扶的办法，协调购机贷款，帮助

群众收割小麦，为困难群众捐

款。③6

南召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

真做实干 贴心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