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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界
是一次严峻考验。人类已
经 进 入 互 联 互 通 的 新 时
代，各国利益休戚相关、

命运紧密相连。全球性威
胁和挑战需要强有力的全
球性应对。面对新形势新
挑 战 ， 我 们 必 须 严 肃 思
考：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
的 联 合 国 ？ 在 后 疫 情 时

代，联合国应该如何发挥
作用？就此提出 4点建议：
一是主持公道。二是厉行
法治。三是促进合作。四
是聚焦行动

■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

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是
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也是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
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将
始 终 做 多 边 主 义 的 践 行
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

系改革和建设，坚定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
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维
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
核心作用

▶▶2版 要闻

本报讯（记者 李道军）在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
节到来之际，9月22日，副省长、市委书记王战营带
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宁陵县调研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工作，向广大农民致以节日祝福，要求全市
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和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慎终如始、
全力以赴抓好脱贫攻坚，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市领导张弛、李振兴参加调研。
王战营先后到华堡镇天明鸽业、程楼乡徐八楼月

亮湾特色产业园、县规划展览馆、石桥镇果蔬冷链物
流交易中心和梨花岛项目，查看带贫产业、乡村旅游
产业项目建设情况，听取村（社区）“两委”换届有
关情况汇报，要求宁陵县各部门坚决扛牢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的政治责任，进一步建立健全脱贫攻坚责任体
系、监测体系、扶持体系、对策体系、督查体系等，
坚决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以组织振兴为引领、以
产业振兴为支撑，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努力建设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社会主义新
农村。

王战营强调，要以强烈的敬畏之心奋战到底，坚
决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把完成剩余贫困人口脱
贫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坚决按照“四个不摘”的要
求，持续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把帮扶措
施与参与劳动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脱贫长效工作机
制，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确保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
掉队。要统筹推进、接续发力，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有机衔接。坚持以“马上办抓落实”作为工作基
本遵循，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总结脱

贫攻坚成功经验，探索建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
的制度；把产业兴旺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
结合起来，持续夯实产业基础；优化村庄发展空间，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加快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在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形成“商丘经验”。要牢固树立大
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
格局。持续加强基层党的建设，结合明年村（社区）

“两委”换届，持续推进强基固本工程；加强和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落实完善“四议两公开”“一征三议
两公开”等制度，持续推动“党建+一中心四平台”
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动“马
上办抓落实”9+1工作机制向基层延伸，依托“三·
五”基层工作日制度，优化提升“12345”马上办便
民服务热线体系作用，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为
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供坚强制度保障。

王战营在宁陵调研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时强调

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确保如期
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本报讯 （记者 祁博） 9 月 22
日，市长张建慧在京与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宋灵恩共同
出席商丘市人民政府与中国信通院座
谈会暨签约仪式，双方就加深了解、
强化合作进行了交流。市政协副主
席、市工信局局长刘明亮参加。

座谈会上，张建慧首先观看了
中国信通院制造强国产业基础大数
据平台、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系
统、国家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感知
与风险预警平台演示，听取了中国
信通院关于 5G、智慧城市、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等专题介绍。

张建慧向中国信通院对商丘经济
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并
简要介绍了商丘市情。他说，商丘市
高度重视5G发展，提出将5G基站建
设、产业培育和发展、场景应用同步
推进的发展战略。希望中国信通院为
商丘 5G发展出谋划策，做好顶层设
计，帮助商丘建立工业强市互联网平

台，将商丘打造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系统二级节点城市，进一步促进我
市产业转型发展。我市将全力打造一
流发展环境，全面落实协议内容，积
极推进合作成果转化，不断拓展更加
广阔的合作空间，切实助力双方共赢
发展。

宋灵恩简要介绍了中国信通院院
情，表示将高度重视与商丘的合作，
认真落实此次座谈达成的共识，积极
推进商丘工业强市互联网平台和二级
节点城市建设，打造中原样板工程，
全力支撑好、服务好商丘高质量发
展，促进双方合作结出丰硕果实。

随后，商丘市人民政府与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资源
优势，围绕信息通信 ICT领域，开展多
形式、多层次的合作，近期将在 5G产
业顶层设计和创新发展、工业互联网
标识解析应用、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及
人才培训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

市政府与中国信通院座谈会
暨签约仪式在京举行

张建慧宋灵恩出席

践行嘱托争

9月22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农业农村局主办的“美丽乡村·小康生活”
摄影图片展在市行政中心开展，展出的500余幅优秀摄影作品充分展示了我市
现代农业新进展、美丽乡村建设新成效以及新时代农民群众新风貌。市领导陈
向平、何振岭、曹月坤、宋崇江等与群众一同观看了展览。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娅飞） 9
月 22日，市政协主席曾昭宝带
队观摩“有事好商量”协商平
台建设情况，并召开推进会，
对贯彻落实《政协商丘市委员
会关于规范乡（镇、街道）政
协工作召集人制度 建立“有
事好商量”协商平台的指导意
见》进行部署。市政协副主席
王清辰、李瑞华、张树仁参加
活动。

曾昭宝一行先后到睢阳区
闫集镇、新城街道办事处和梁
园区平原街道办事处、长征街
道办事处九天社区进行现场观
摩，详细了解“有事好商量”协
商平台建设情况。在随后召开
的推进会上，李瑞华宣读了《政
协商丘市委员会关于规范乡
（镇、街道）政协工作召集人制
度 建立“有事好商量”协商平
台的指导意见》，梁园区、睢阳
区、虞城县、柘城县政协主席和
平原街道办事处、长征街道办事
处负责同志分别作了发言。

通过现场观摩和听取发
言，曾昭宝认为各县 （市、
区） 政协对落实乡 （镇、街
道）政协工作召集人制度、建
立乡镇政协联络室工作重视程
度高、推进措施实、落实效果好，
许多工作思路和创新做法具有
很强的示范带动作用。曾昭宝
强调，各县（市、区）政协要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
和省委、市委对基层协商民主
建设的要求上来，进一步明确乡
（镇、街道）政协工作召集人，加
快乡（镇、街道）政协工作联
络室和“有事好商量”协商平
台规范化建设。要积极探索基
层协商民主规范化、特色化、
常态化发展路径，将行之有效
的好做法好经验用制度予以固
化。要始终坚持在党的全面领
导下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营
造浓厚氛围，确保政协基层民
主协商工作取得新成效，为提
升基层社会治理贡献智慧力
量、体现政协担当。

曾昭宝带队

观摩“有事好商量”
协商平台建设情况

庆丰收庆丰收 迎小康迎小康

9月22日，柘城县起台镇赵庙村村民赵东风在翻晒辣椒，晒出了一张满满的丰收幸福
图。有中国“辣椒之都”之称的柘城县今年40万亩辣椒喜获丰收，市场行情也日渐上
扬。辣椒产业的健康发展，汇聚了20多万人的产业大军常年活跃在生产管理、收购销
售、市场服务等一线岗位。同时依托柘城县辣椒大市场，辣椒产业链带动3.6万贫困人口
脱贫。 张子斌 摄

今日导读

▶▶3版 庆丰收庆丰收 迎小康迎小康··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

本报讯（记者 祁博） 9月 22日下午，市政府与
联想集团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长张建慧，联想
集团高级副总裁、联想投创集团总裁贺志强出席签约
仪式。市政协副主席、市工信局局长刘明亮出席。

签约仪式上，张建慧首先对联想集团给予商丘经
济社会发展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
我市市情。他说，近年来，商丘以智能化为引
领，深入推进工业企业“三大改造”，进一步降低
了企业生产成本、稳定了产品质量、提升了产品
竞争力、提高了企业效益。希望联想集团依托自
身研发、制造、创新能力和技术基础，助力我市

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为企业提供持续跟进服
务，不断更新企业智能化装备，引领企业紧跟行
业智能化装备潮流，提升我市产业发展水平，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在 5G 场景应用和工业
互联网方面，探索合作路径，拓展合作空间，加
大合作力度，在商丘打造河南省样板区域、样板
企业。我市将全力服务好联想集团在商发展，建
好联想科技转化实验基地，为双方合作取得更大
成效营造良好环境。

在听取联想集团在商项目进展情况和取得成果介
绍后，贺志强表示，联想集团将进一步服务好商丘产

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有效利用自身优势，为商丘发展
提供更多资源和技术支持。

根据协议约定，双方将共同推进商丘市基于 5G
的智能化改造，发展5G智慧城市和5G智能制造相关
产业；基于联想在 5G领域的积累，共同探索商丘市
5G智慧交通项目，探索打造基于5G的城市物流平台
和城市新能源物流体系；联合商丘高校规划“联想新
基建产业学院”，培养符合未来智能化的学术及产业
化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签约仪式上，睢县人民政府还与联想集团签署了
合作协议。

市政府与联想集团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张建慧贺志强出席

庆祝 2020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暨睢县第三届芦笋文化节盛装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