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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上半年过去了，
河南省2020年重点民生实事
进展如何？记者获悉，省政
府办公厅近日通报了今年前
6个月省重点民生实事进展
情况。

一、关于新增城镇就业。
1-6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61.73万人，完成年度任务的
56.12%。

二、关于推进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提质。截至6月底，全
省完成老旧小区改造199675
户，完成年度任务的39.94%。

三、关于完善妇女“两癌”
筛查、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
筛查机制。截至6月底，全省
累计完成宫颈癌筛查55.67万
人、乳腺癌筛查57.66万人。全
省共完成孕产妇产前筛查
63.67万例。

四、关于提高困难群众、
退休人员生活保障水平。全省
各县（市、区）均已完成上半年
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资金发放工作。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提标文件已于7月14
日印发，下一步各地将按照调
整方案组织实施，7月底前按
调整后的标准补发到位。

五、关于做好城乡居民
“米袋子”“菜篮子”保障工
作。累计投放储备猪肉8541
吨。截至6月底，累计发放困
难群众价格补贴5.6亿元。

六、关于继续实施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截至 6 月底，
13657名 0-6岁残疾儿童接
受了免费康复救助服务，康复
服务率为75.87%。

七、关于持续改善大气环
境质量。上半年全省PM2.5浓
度为56微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20%。

八、关于实施农村公路
“百县通村入组”工程。上半年
全省累计实现11475个自然
村通硬化路，占全年目标任务
的76.5%。

九、关于持续做好农村电
网建设。截至 6 月底，全省
3000 个 配 电 台 区 已 完 工
1834个。

十、关于完成剩余县（市）
人民医院提质升级。截至6月
底，36个县（市）人民医院和4
个县（市）中医院通过“二级甲
等”医院评审，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的72.7%。

十一、加快建设农村教师
周转宿舍。截至6月底，8000
套农村教师周转宿舍已全部
开工，开工率100%，其中已
完工或交付使用2052套，完
工率2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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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199675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GDP同比下降、较一季

度回升、领先全国增速

发布会上，河南省发展
和改革委副主任李迎伟介
绍，根据统一核算结果，今年
上半年，河南全省生产总值
同比下降0.3%，较一季度回
升6.4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3个百分点。“对于我们这
样一个人口超过1亿的大省
而言，取得这样的成绩殊为
不易。”李迎伟说。

针对上述数据，河南省
统计局局长王世炎也从农
业、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居
民消费价格等6个方面为上
半年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进行“数字画像”。

其中，对于前述河南上
半年的GDP的变化，可具化
为 ：第 一 产 业 增 加 值
2149.56亿元，下降3.5%；第
二产业增加值 10866.63 亿
元，下降0.1%；第三产业增
加值 12592.27 亿元，增长
0.0%。具体到分项方面，王
世炎介绍说，在农业生产方
面，河南夏粮生产形势总体

良好，夏粮总产量 750.75
亿斤，增长0.2%，再创夏
粮产量历史新高。上半年，
全省禽蛋、牛奶、蔬菜、食
用菌产量均呈现增长，生猪
产能虽有下降，但已呈现持
续恢复态势。

在居民消费价格方面，
上半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4.1%，比一季度回
落1.4个百分点。其中，城市
上涨3.8%，农村上涨4.7%。
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上
涨 13.4%，衣着下降 1.0%，
居住下降0.1%，生活用品及
服务持平，交通和通信下降
4.5%，教育文化和娱乐上涨
0.6%，医疗保健上涨3.2%。
今年上半年，河南医疗防护
用品保持高速增长，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的医用口罩、发
酵酒精产量分别增长 7.6、
2.2倍。

让经济从“暂停键”向
“快进键”过渡

上半年，一场突如其来
的“新冠”疫情让河南经济社

会运行、发展按下“暂停键”，
而随着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
阶段，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
态势已从“暂停键”开始向

“快进键”进行过渡。
李迎伟介绍说，在这一

过程中，河南把政策对冲作
为了关键一招，帮助市场主
体渡过难关，及时出台支持
中小微企业发展20条等具
有含金量的政策文件，明确
了减税降费、金融帮扶、降低
成本等方面具体举措，帮助
企业纾难解困。

其中，在资金保障方面，
上半年累计向7000多家中
小微企业发放低息贷款
366.4亿元。在降成本方面，
落实降低工商业电价5%的
政策，提前实行天然气淡季
价格，鼓励各类业主减免、缓
收房租，上半年累计为企业
减免电费27亿元、燃气费13
亿元。在减税降费方面，上半
年发放稳岗返还资金30.58
亿元，减征企业社会保险费
263.4亿元，预计全省减税降
费近410亿元。

与此同时，河南还积极

培育新经济，上半年全省战
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5.2%、3.9%，高于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4.6个、3.3个百
分点。上半年郑州机场货邮
吞吐量增速居全国大型机场
首位，全省进出口总值同比
增长7.7%，高于全国10.9个
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在上半
年的工作中，河南始终把保
障民生作为根本目的，坚决
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在就业
方面，积极实施援企稳岗扩
就业，切实抓好高校毕业
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
业，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
业、农村劳动力新增转移就
业分别达到61.7万人、35.5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
56.1%、88.8%。全力保障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下拨困
难群众补助资金116亿元，
发放临时救助金1.1 亿元，
救助困难群众 13万人次，
有效缓解了疫情对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的影响。

本报讯 河南要打造对
外开放新高地。在河南省
2020年招商引资大会召开
之际，记者回顾去年及今年

上半年全省招商引资概况，
从数据角度看河南在招商引
资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2020 年 1月～6月，全

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102
家，增长2%；实际吸收外资
100.2亿美元（含资本金、外
商投资企业再投资、境外借
款、境外上市融资、设备出
资、留 存 收 益 等），增 长
3.2%，在6月份首次实现正
增长。

上半年，我省引进投资
额千万美元以上外资企业
21家，可口可乐、益海嘉里、
欧绿保等知名企业在我省新
增投资，全力助推复工复产，
全省现存外商投资企业基本
全面复工。

2019 年，全省有 10个
省辖市实际利用境内外资金
超600亿元，其中郑州达到
1471.2 亿 元 ，洛 阳 达 到
1041.3亿元，位居全省前两
位。美国嘉吉、泰国正大、新
加坡丰树集团、华润集团等
一批知名跨国公司在河南增
资扩股。引进合同省外资金
10亿元以上项目达到 436
个，到位 4112.5 亿元，一批

高成长、高科技新兴项目落
地。

近年来，我省围绕优势
产业开展精准招商，产业结
构进一步优化，2019年我省
实际吸收外资一二三产业结
构为2.8∶50.4∶46.8；实际到
位省外资金一二三产业结构
为5.9∶47.5∶46.6,其中，第三
产业到位省外资金 4656.8
亿元，增长4.0%，增速最快。

今年1月～6月，全省商
务系统积极开展“线连线、屏
对屏”招商，签约了一大批项
目。据不完全统计，上半年全
省累计签约项目2697个，总
投资1.21万亿元，保持了招
商引资不停步、招商力度不
减弱。据省外资金统计管理
系统显示，招商引资开工项
目逐月增多，一季度3个月
各地开工了 614个项目，4
月、5月两个月开工了532个
项目，6月单月又密集开工
了602个项目，释放出投资
回升的积极信号。

河南上半年经济运行逐步向好

从“暂停键”到“重启键”、“快进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先有“新冠”疫情致使经济社会发展按下“暂停键”，后有众志成城，力促经济社会发展按下“重启
键”、“快进键”，2020年上半年，历经“新冠”疫情洗礼和国内外复杂形势的河南经济指标究竟呈现出
何种态势？7月20日下午，河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商务厅、河南省统计局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发布、详解河南上
半年主要经济数据及运行情况。

上半年全省累计签约项目2697个，总投资1.21万亿元

招商引资不停步 招商力度不减弱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张利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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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月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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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3个月
开工614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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