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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 23日电 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 22日至 23日在北京举行。会
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2014年农业农村工作，研究依靠改革创新
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全面部署明年
和今后一段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这次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
就开好这次会议，做好明年农业农村工作
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
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张高丽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
院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上下共同努
力，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增”，农民增收
实现“十一连快”，农村民生改善取得重大

进展，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村社会和谐
稳定，为做好全局工作提供了支撑、增添
了底气。

会议强调，随着国内外环境条件变化
和长期粗放式经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逐步
显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
有。目前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超过进口价
格，而生产成本在不断上升。农业生态环境
受损，耕地、淡水等资源紧张。必须按照党
的十八大要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新型农
业现代化道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不
断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
率，实现集约发展、可持续发展。

会议指出，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
的基础和支撑，目前仍是突出“短板”，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仍然在农
村。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加快推进
农业现代化，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意
义重大。挖掘农民这个最大群体的消费
潜力，可以更好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农

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有巨大
新增投资需求，用好这个空间，可以更好
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做大做强农业产
业，可以形成很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会议强调，推进农业现代化，要坚持
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任务，确保
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要创新机
制、完善政策，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一是
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在稳定粮食生产
基础上，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依靠科
技支撑，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
变，由单纯在耕地上想办法到面向整个国
土资源做文章，构建优势区域布局和专业
生产格局，加快推进农牧结合。要把产业
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
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二是积极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这是农业
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农民群众的自觉
选择。（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郭 戈）12月 23日，河
南省保险业金融机构与企业融资对接推
介会在郑州召开。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
深化全国保险集团总部与我省的对接合
作。在推介会上，河南保监局负责人透
露，今年 1 至 11 月，我省实现保费收入
969.29亿元，规模居全国第七、中部六省
第一，全年保费规模将首次突破千亿元
大关。

作为现代金融的三大支柱之一，资金
运用和承保业务被誉为保险业发展的“两
个轮子”。河南保监局负责人介绍，随着
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全面推进，保险
资金在河南实体经济建设中的参与度持
续提升。2013年，保险机构在我省累计直
接投资 127亿元，今年以来，保险机构的
实际投资和意向投资已达 200亿元，保险
机构对河南的投资热情日益高涨。

“随着三大国家战略在我省的推进
实施，保险资金的投资领域正在不断拓
宽，投资方式也日趋丰富。”这位负责人
说，保险资金的投资形式已经从最初的
以大额协议存款、购买企业债券等间接
投资为主，逐步拓展形成了目前的包括
银行存款、企业债券在内，债券投资、股
权投资、不动产投资等各种投资形式相
互并存、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③7

本报讯（记者卢 松）12月 23日，记
者从省畜牧局获悉，我省优质丰富的畜
产品，吸引上海市肉类行业 17名采购企
业代表组团前来考察采购。截至目前，
已与兰考等地 11 家畜牧企业达成合作
意向，越来越多的我省畜产品将充实上
海市民的“菜篮子”。

12月 18日至 20日，上海市肉类行业
17名采购企业代表组团到兰考考察畜牧
企业，并与我省相关企业举行对接洽谈

会。目前，兰考县共有 5家企业与上海市
有关企业达成合作意向，签订产销对接
意向书 16份，年意向交易额 14.172亿元；
其他地区的 6 家企业签订合作意向 12
份，年意向交易额 15.758亿元。

上海市肉类行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郑元强表示：“明年 1月 20日左右，上海
高校配货管理中心等上海采购企业，将
再次到兰考及河南其他地区与畜牧企业
对接洽谈，寻求更大的合作。”③11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

依靠改革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

上海客商组团来豫考察采购

河南畜产品充实上海“菜篮子”今年我省保费将首破千亿

我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12月 24日，喜
讯从科技部传来：我省三门峡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河南众诚
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濮阳市高新技术创
业服务中心、虞城县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
心 4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获科技部正式批
复，升级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2014
年成为我省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获批
最多的年份。截至目前，我省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数量已经达 20

家，位居中西部省份前列。
据省科技厅负责人介绍，我省省级

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数量
已达 75 家，实现了全省 18 家省辖市、21
家高新区全覆盖。截至 2014年 11月，全
省纳入统计体系的 60 家省级以上科技
企业孵化器共累计孵化培育企业 6640
家，其中在孵企业 3978家。

科技企业孵化器,旨在通过为入孵化
企业提供研发、试制、经营的场地和共享

设施，搭建公共技术和科技金融对接服务
平台，有效降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风
险和创业成本，提高企业成活率和成长
性。目前，科技企业孵化器已经成为我省
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部分，创新创业人才
培养的基地，服务“万众创业、大众创新”
的核心载体,为提升我省科技创业孵化能
力，培养高水平、高素质、高层次的创业团
队，营造创新创业良好氛围，培育战略性
新兴产业源头企业提供了重要支撑。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已达 20家，居中西部省份前列

济源:争创文明城市 旅游勇当先锋
—— 2014 济 源 市 旅 游 工 作 巡 礼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卫艳萍

“让济源的天更蓝、水更清、城
更美、人更靓！”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
春风，沐浴着济源的景区、街道，乡
村、农家。处处悬挂的标语，使豫西
北最具活力的旅游城市展露笑颜。

旅游行业是窗口行业，也是文
明城市创建的重点行业。回眸即将
结束的 2014 年，是济源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进入“大考”之年和“收官”
之年。济源旅游以深入创建为抓
手，促进了核心竞争力的全面提
升。截至目前，济源市今年接待游
客 76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实现
旅游收入 34.6亿元，同比增长 13%。

济源旅游，当仁不让地成为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推动城市科学发
展的“先锋军”。

提升服务
与文明创建相得益彰

每天清晨，家住济源华新小区
的张志贤都会背上相机，走街串
巷，用镜头捕捉一张张笑脸。景区
里漫步的情侣，世纪广场读书的学
生，公交车上让座的小伙儿……看

到相机里越来越多的笑脸，张师傅
觉得，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的文明
气息日渐浓郁。

“人人都是城市形象，人人传
递城市文明。”今年以来，济源旅游
系统开展了为期 7 个月的“文明旅
游·你我同行”主题活动，传播快乐
旅程的社会正能量。

文明的种子根植于每个旅游
人的心中：“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活动在星级酒店深入开展；“文明
旅游进景区”活动在王屋山、五龙
口等景区精彩绽放,“文明是最美
的风景”等文明标语随处可见；旅
游行业从业人员服务技能大赛、

“寻找最美导游”活动，引导广大旅
游从业者自觉地践行“游客为本、

服务至诚”的行业价值观。在旅行
社，行前培训、行中提醒、行后总
结，实现了“游客到哪里，文明旅游
引导到哪里”的目标。另外，为期 3
个月的“景区百日整治提升活动”
和“五比一创”服务质量竞赛活动，
使景区服务质量大大提高。

在济源，景区、城市、乡村互为
联通，相互促进，形成了一个文明
的大景区，优质服务、优良秩序、优
美环境彰显了大气、秀气、灵气的
城市品位。

项目带动
完善文明城市服务功能

文明城市是文明与城市的集
合，是城市文明程度的标志。以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为抓手，加速重点
项目建设，完善城市服务功能，推
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刻不容缓。

目前，《济源市“全域旅游”发
展规划》正在加快编制，《济源市旅
游发展总体规划》和《济源市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总体规划》修编完
善,一张张宏伟蓝图、一个个重点
项目呼之欲出。

2014 年是济源旅游“质量建设
年”。一年时间，济源共完成项目建
设投资 2.9 亿元。五龙口将西游记
元素融入景区，建成猕猴乐园、亲子
游园、演艺公园三大主题园区，健康
绿道、标本馆、猴王宫、水帘洞等新
看点让人耳目一新；黄河三峡“亚洲
最大的空中客车”建成投用，王屋山

天路走廊步游道、洞天福地广场等
一批重点项目全面启动，为景区的
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后劲。

今年的旅游招商项目签约总
金额达 63 亿元，黄河三峡国际会议
中心、大峪镇东沟青萝河旅游开发
等一批招商项目已经开工建设，小
浪底关公文化旅游产业园、大黄河
休闲文化旅游度假区、中原巴厘
岛、王屋山温泉庄园等 11 个项目，
将使济源旅游焕发新的活力。

创意营销
文明城市引来南来北往客

在五龙口猕猴表演区，身着大
红唐装的猴子举着“创文明王国”
的标语出场，引来游客大赞：“景区

在为文明城市创建加油，猴子表演
萌萌哒！”

文明创建新风拂面，引来南来
北往客。今年，济源旅游呈现大型团
队多、入境游客多、过夜游客多的特
点，全市接待 300人以上大型旅游团
队15批8万余人次，从我国台湾和韩
国来济的入境游客人数大幅攀升。

文明创建要着力打造旅游品
牌。央视黄金时段投放的“老家河
南·济源篇”形象广告，提升了济源
品牌形象。王屋山国际旅游登山
大赛、小浪底观瀑活动两大金牌节
庆活动，使济源城市魅力倍增。济
渎庙春节文化庙会、小沟背女娲文
化节、小浪底观鸟季等活动，形成
了“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亮点”的节

庆活动新格局。
创意营销可圈可点，APEC 峰

会期间，济源景区对北京游客免门
票的活动，吸引 5000 多名首都客；
黄河三峡“母亲节感恩”等事件营
销，引发全国近百家媒体关注；五
龙口“萌宠总动员、亲子嘉年华”主
题亲子欢乐游活动也赚足了眼球。

在抱团谋发展的时代，济源
与河南中旅集团联合成立济源旅
游运营中心，开通周末旅游直通
车，夯实省内客源市场；与周边地
市旅行商合作，成功组织了山西
万人游济源、徐州万人游济源等
活动，使山西、江苏等目标市场游
客增幅明显……

向全国文明城市迈进的征程
中，济源旅游勇当先锋、一路欢歌。

展望 2015 年，济源人民将发
扬“愚公移山、敢为人先”的城市
精神，全面实施“全域旅游”发展
战略，锐意进取，探索创新，使济
源早日成为国内知名的旅游目的
地和晋东南、豫西北重要的旅游
集散地。

12月 23日，技术人员正在中原油田采油二厂濮三联污水站污水余热利用项目保温
灌区调配污水量。该项目今冬投入运营后，辖区 4000户居民用上了节能环保清洁热源
取暖，每年减少天然气消耗 400万立方米，减排二氧化碳 3340吨。⑤3 仝 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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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论

深化农村改革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2版·要 闻

●面临挑战前所未有

●农业已成四化“短板”

●“第六产业”呼之欲出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要因地制宜

●首提“人的新农村”

发掘经济发展新动力
——“中国经济年会（2014-2015）”发言摘要

九年砥砺今绽放
继往开来谱华章

——我省首家地方股份制法人金
融机构组建纪实

▶▶7版·专 版

在洛阳，社区网格长忙碌在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把贴心服务送到
每户居民的心坎上

▶▶3版·河南新闻

明年五一

郑州坐出租车
可刷“绿城通”

▶▶2版·要 闻

成绩突出 挑起大梁
即将过去的 2014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成为贯穿全年

的突出矛盾。遏制经济运行下滑的趋势，守住稳增长、保
就业的“下限”必须着力扩大增长点。河南的增长点在哪
里？在遍布全省的 180个产业集聚区。

冬日的暖阳拥抱着洛阳 863 创智广场，由中国 500 强
企业中兴通讯总投资 35亿元打造的智慧产业基地项目，正
在如火如荼进行。相距不远的洛阳麦达斯铝业有限公司
内，负责人裘建德告诉记者，二期工程达产后产值将达 18
亿元，安排就业岗位近 2000个。

《报告》显示，前三季度，全省产业集聚区亿元及以上在
建项目 5482个，完成投资 9587亿元，新开工亿元及以上项目
2501个，占全省的比重为 57.8%。随着产业集聚区建设发展
的持续推进，入区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企业集中布局的效应
已经显现。截至 9月底，全省产业集聚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达到 7763家，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 38.3%。

效益质量的提高带来规模竞争力的显著提升。1至8月，
全省有 89个产业集聚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超
过100亿元，预计年末将超过110家，占总数比重将超过六成。

产业集聚区不仅仅是稳增长的“主战场”。1至 9月，全
省产业集聚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为
348.11万人，同比增长 13.8%，相比 2010年底增加 202.51万
人。“当前，河南每 100 个农村富余劳动力，就有 25 个进入
产业集聚区就业，集聚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工转移
就业的主阵地’。”龚绍东说。

在金山产业集聚区，万德芙镁料将产品应用于高射炮
管、神舟飞船等高端军事装备，掌握了全球金属镁的定价
权和话语权；在孟州市产业集聚区，90%以上的规模以上企
业建立了工程技术中心，平均每天都有超过 1.1 项国家专
利申请在这里产生……创新平台的集中布局有力地推动
了产业集聚区产业、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高、新”产业加
快发展。前三季度，全省产业集聚区六大高成长性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6.8%，高出集聚区工业增速 1.2 个百分
点，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一半以上。

经验启示 拉动明显
5年间由小到大、由弱及强，产业集聚区的每一次跨越与突破，都与省委、省政府

注重创新政策引领、科学考核推动、培育集群驱动、引导园区合作撬动是分不开的。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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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版·河南新闻

会议传递五大信号

几天前，由省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所长龚绍东等专家组织编写的《2014年河南

省产业集聚区发展报告》新鲜出炉。《报告》援引

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省产业集

聚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6%，对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8%。

透过数据看河南产业集聚变化，深入企业

看转型升级风生水起。2009年至今，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重点突破到全面推进，尤其新

常态下，产业集聚区支撑全省经济发展的综合

载体作用日益突出，已成为拉动全省经济发展

“第一引擎”，扛起了河南工业半边天。

□本报记者 陈学桦 宋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