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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十个月郑州机场发展成绩

航班时刻容量由每小时33架次提升至39架次

每天可增加航班100架次

保障飞机起降14.8万架次

同比增长15%

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734万人次

同比增长19%

累计完成国际和地区的旅客吞吐量113万人次

同比增长11.2%

本报讯（记者 董娉）随着众多航
空公司纷纷加大向郑州机场投放运
力，郑州机场航空大枢纽的后发优势
越发明显。记者日前从河南省机场
集团获悉，截至10月31日，郑州机场
今年已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734万
人次，同比增长 19%，提前两个月超
越去年全年总量（1729.7万人次）；保
障飞机起降 14.8 万架次，同比增长
15%，均创历史最高水平。

今年以来，河南省机场集团按照
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紧紧围绕
构建国际化航空枢纽目标，以机场二
期工程全面投运为契机，主动适应发
展新环境，克难攻坚，务实重干，开拓
创新，确保了航空客运业务的快速增
长。目前，在机场运营的航空公司数
量持续增加，客运航空公司达到 41
家，开通客运航线 165条，通航城市
88个，基本形成覆盖国内及东亚、东
南亚的客运航线网络。

同时，航班时刻容量调整提升，
通过容量评估使郑州机场航班时刻
容量由每小时 33 架次提升至 39 架
次，每天可增加航班 100架次，促进
了客运量增速逐步提升。今年7～10
月份，郑州机场客运单月增速均超过
25%，其中 8月份增速达到 28.41%，

在全国名列前茅。
基地建设也稳步推进，不仅促成

西部航空郑州分公司项目落地，也引
进了祥鹏航空、东海航空在郑设立运
营基地，深化与南航河南公司合作，
进一步提升基地公司市场份额。

此外，国际航线实现重大进展，
先后引进阿联酋航空、新加坡虎航，
分别开通郑州至迪拜、郑州至新加坡
等直航定期航线，运营效果理想；促
使意大利勒奥斯航空开通了郑州至
罗马包机航线。根据最新统计，今年
1～10月份，郑州机场累计完成国际
和地区的旅客吞吐量113万人次，同
比增长 11.2%。今年 11月 11日，郑
州机场第一条洲际航线郑州至温哥
华也将正式开航。

河南省机场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机场集团将通过“智慧机场”

“文化机场”“同一个机场”企业文化建
设，不断增强航空公司和旅客的认同感
和获得感。与此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大
航空运力的引进力度，确保今年11月
11日郑州至温哥华洲际航线正式开
航，力争尽快开通郑州至莫斯科国际航
线，争取开通郑州至塞班、柬埔寨暹粒
及印度德里等国际包机航线，确保郑
州机场的行业位次进一步提升。②9

前十个月客运量超越去年全年

郑州机场旅客吞吐量再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11 月 1
日，记者从省农业厅获悉，省政府办
公厅近日下发《关于加快推进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提出广泛开展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工作，将培育100万新型职业
农民，大力推动我省现代农业建设。

四种途径并进

《意见》提出，我省将整合各类教
育培训资源，在全省广泛开展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工作，每年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20万人，到 2020年全省新型职
业农民队伍超过100万人。

其中，农业部门依托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工程开展生产经营型职业农

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现代
青年农场主、农业职业经理人等）培
育；人社部门依托农村劳动力技能就
业计划对农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职业技能鉴定）+创业培训”；扶贫部
门依托“雨露计划”开展专业技能型
和专业服务型（实用技术型）职业农
民培训；教育部门引导涉农职业院校
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培养，促
进毕业生积极返乡务农创业。通过
四种培育途径，培养造就一支有文
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
业农民队伍。

四个环节着力

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我

省将注重教育培训、认定管理、政策
扶持、跟踪服务等四个环节。

教育培训坚持分类施策，实行生
产经营型分产业、职业经理人分行业、
专业技能型按工种、专业服务型按岗
位的分类精准教育培训。新型职业农
民认定管理工作由县级人民政府负
责，重点对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和农
业职业经理人进行认定管理，同时兼
顾专业技能型与专业服务型职业农
民。同时，我省将对新型职业农民认
定实行动态管理，对符合条件的，认定
为新型职业农民，颁发农业部统一式
样的新型职业农民证书。将新型职业
农民统计信息录入信息库，进行全程
跟踪管理与考核评价。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对已经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进

行定期复核，不合格者予以退出。
为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

我省将通过落实优惠扶持政策、强化
金融保险支持、强化技术指导服务、
强化创新创业服务等四项措施，不断
增强其综合实力和自主发展能力。
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实施的农
业产业发展政策，要优先支持新型职
业农民从事的生产经营领域或领办
的经营主体。新型职业农民创办各
类实业主体，按规定享受相应税收优
惠政策。今后新增的有关惠农政策，
根据规定可优先落实给新型职业农
民。通过一系列扶持政策，将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生力
军”、农村创新创业“主力军”、新农村
建设“领头人”。③4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1月2日晚，
由省委宣传部、省网信办、省妇联共同主
办，《人生与伴侣》杂志社、郑州宣化豫剧
团承办的大型豫剧现代戏《父亲》，走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进行汇报演出。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以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
继续深入探索，以好的家风支撑起好的
社会风气”的指示精神，从 2015 年 11
月起，我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传承好
家训、建设好家风”主题人物暨家庭故
事推广表彰活动，并为此排演了豫剧现
代戏《父亲》。

《父亲》根据2010年秋发生在豫西

地区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主人公牛
志信18年前抱养的孤儿小化和亲生儿
子小龙同时考入重点大学，因家庭经济
条件有限，牛志信毅然决定只让小化去
上大学，不承想第二年小化突患肾病，
急需亲人肾源。面对血缘关系、家庭经
济的重重困局，牛志信演绎出一场大爱
无疆、父爱如山的情感大戏，情节跌宕
起伏，内容感人至深。

据悉，该剧自搬上舞台以来，已演
出 20余场，社会反响良好。许多观众
表示，通过观看这部戏，明白了家训家
风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家风正则民
风淳，民风淳则社会风气清。③7

豫剧现代戏《父亲》
在郑汇报演出

我省下发意见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到2020年将超100万人

11月2日，新蔡县顿岗乡
平楼村的农民在雨后抢收水
稻。今年，这里的 3000多亩
水稻产量高于去年，但持续阴
雨影响了收割。天气刚放晴，
农民就在田间掀起了抢收热
潮。⑨7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开足马力
雨后抢收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11 月 1
日，记者从省科协获悉，由省财政厅
通过省科协委托省化学学会开展的
河南省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绩
效评价工作，日前已圆满完成。

“过去，这是政府部门的‘活儿’，没
有省学会‘啥事儿’。省化学学会开展
的这项工作，开了政府向学会购买服务
的先河，迈出了我省学会有序承接政
府转移职能的‘第一步’，起到了很好
的示范带动作用。”省科协党组书记

曹奎告诉记者，充分发挥科技社团独
特优势，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对贯
彻落实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
部署、深化行政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
加强和改进群团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
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扩大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精神，今年7月，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河南省科协所属
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方案》明确指出，按照深
化改革的有关政策规定，科技评估、工
程技术领域职业资格认定、技术标准
研制、科技奖励推荐等工作，适合由学
会承担的，可整体或部分交由学会承
担。政府部门有关职能中涉及专业
性、技术性、社会化的部分公共服务事
项，适合由社会力量承担的，可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委托学会承担。

省财政厅基于省科协近年来五
星学会创建工作的良好影响，率先将

河南省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绩
效评价工作委托给省科协所属学
会。省科协高度重视，采用竞争方式
遴选出省化学学会具体承担该项工
作，并会同省财政厅实施监督，省化
学学会最终圆满完成任务。

“成功迈出这一步，有助于我们
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
式，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示范案
例。”曹奎说。③6

我省科技社团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迈出“第一步”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凌
玮）11月 2日，记者从国网河南省电力
公司获悉，随着10月底洛阳棉三电厂
3号机组停机退出运行，标志着河南电
网在运统调燃煤机组全部完成超低排
放改造。这将有力促进我省大气环境
质量改善。

2015年，省电力公司完成 32台、
容量1637万千瓦统调燃煤机组改造
任务。今年，在保障全省供电的同
时，加快剩余机组改造，截至10月底，
已累计完成121台、容量4819万千瓦
统调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超低
排放改造全部完成后，统调燃煤机组
全年排放量为烟尘 0.38万吨、二氧化
硫 2.68 万吨、氮氧化物 3.83 万吨，分

别减少 1.86万吨、4.98万吨和 3.83万
吨，同比下降 83%、65%和 50%；燃煤
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全社会排放
量由 6.9%降至 2.41%，氮氧化物排放
量 占 全 社 会 排 放 量 由 6.28% 降 至
3.14%，减排成效显著。

据介绍，对我省正在运行的燃煤
机组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存在停机改
造容量大、电网检修任务重、停电窗
口期短等困难。为此，电力部门合
理安排，充分挖掘电网供电潜力，确
保了停机改造的顺利开展。省电力
公司还投资 21亿元，加快 16项电网
配套工程建设，目前配套工程已全
部按期投产，保障了全省电力的可靠
供应。③7

我省在运统调燃煤机组
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11月 1日，温县赵堡镇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捧着刚挖出的铁棍山药喜不自
禁，该合作社今年种植的2万多亩铁棍山药喜获丰收。⑨7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讯（记者 谭勇）记者11月2日
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批准平顶山市城市总体规
划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日前发
布，国务院原则同意《平顶山市城市总
体规划(2011~2020年)》(以下简称《总
体规划》)。

平顶山市是中原经济区重要的能
源和重工业基地、豫中地区的中心城
市。根据《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要逐
步把平顶山市建成经济繁荣、和谐宜
居、生态良好、富有活力、特色鲜明的现
代化城市。

《通知》要求，重视城乡区域统筹发
展，在《总体规划》确定的 1383平方公
里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实行城乡统一规
划管理。同时，合理控制城市规模，到
2020年，平顶山市中心城区常住人口
控制在110万人以内，城市建设用地控
制在 106平方公里以内。要完善城市
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城市，创造优良的人居环境，重

视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
《通知》明确，《总体规划》是平顶

山市城市发展、建设和管理的基本依
据，城市规划区内的一切建设活动都
必须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要结合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实施
《总体规划》的重点和建设时序。城市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法对城市规划
区范围内(包括各类开发区)的一切建
设用地与建设活动实行统一、严格的
规划管理，市级城市规划管理权不得
下放，切实保障规划的实施。要加强
公众和社会监督，提高全社会遵守城
市规划的意识。驻平顶山市各单位都
要遵守有关法规及《总体规划》，支持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的工作，共同努力，
把平顶山市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

《通知》强调，平顶山市人民政府要
认真组织实施《总体规划》，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随意改变。河南省与住房城
乡建设部要加强对《总体规划》实施工
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③5

本报讯（记者 陈辉）11月 1日，记
者从省工信委获悉，省工信委、省财政
厅组织开展的2017年先进制造业发展
专项资金（中小企业类）项目，从即日开
始申报工作。

省工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设立
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
类），目的是进一步完善我省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加快小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发展壮大。项目资金采取事后奖补
方式，对项目单位进行直接补助，单
个项目补助资金一般不超过 300 万
元。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11 月
20日。③7

国务院批准
平顶山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年先进制造业
发展专项资金开始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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