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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娉）我省高速公路
再迎建设高潮。1月 10 日，记者从全
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我
省将投资 157亿元，开工建设南太行、
大别山、伏牛山、黄河滩区，以及省际
通道、郑州洛阳辐射中原城市群互联
互通等20个、1000公里以上高速公路
项目。

据悉，2016年我省新增高速公路
143公里，总里程达到 6448公里。全
年新开工高速公路 482.5 公里，成为 5
年来我省高速公路开工里程最多的一
年。同时，编制完成《河南省高速公路
网规划调整方案（2016-2030年）》，新
增 1980公里，绝大部分位于老少边穷
地区。

此外，全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累计
完成投资482亿元，超出年计划18.7个
百分点，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26.7 万公

里。新改建普通干线公路670公里，安
排普通干线公路低等级改造建设规模
2366 公里，2座黄河大桥项目开工建

设。新开工的8条高速公路、2座黄河
大桥全部采用PPP模式，是我省交通运
输行业创新投融资模式取得实质性进

展的一年。
同时，我省新改建农村公路 1.3万

公里，农村公路三年行动计划乡村畅通
工程圆满收官，县乡公路优良路率达
75%以上，全省农村公路文明示范路达
到 7232公里。通过《交通运输脱贫专
项方案》，兰考、滑县和1500个贫困村
率先实现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政的
交通运输脱贫目标。

今年，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投资506亿元，其中高速公路计划投资
157亿元。强力推进16个、828公里高
速公路续建项目。普通干线公路计划
投资150亿元，重点实施低等级公路升
级改造、城镇过境段建设，完成新改建
普通干线公路680公里，危桥改造168
座；农村公路计划投资 150亿元，完成
新改建农村公路1.5万公里，危桥改造
1万延米。③3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1 月
11 日，记者从全省邮政管理工
作会议上获悉，2016 年全省邮
政行业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的
良好态势，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65%。

2016年，全省邮政行业业务
总量累计完成233亿元，同比增长
42%；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89 亿
元，同比增长28%。其中，快递业
务量累计完成8.5亿件，同比增长
65%，最高日处理量达 1750 万
件。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4.8
亿元，同比增长50%，高出全国平
均增幅5.4个百分点。

全省行业服务满意度稳步
提升，消费者申诉处理满意率达
到 98.5%。邮政行业在河南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发挥，
日均服务 800万人次，支撑网络
零售额超过 1500亿元。

2016年，我省推动快递航空
物流港等重大项目，积极探索邮
政与交通融合发展新路径。省邮
政管理局与省机场集团、河南投
资集团、郑州铁路局分别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促进航空快件公共分
拨中心、郑州高铁南站快递分拨中
心建设，推进快递“上机”“上车”工
程。③7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1 月
10日，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去
年我省各项水利工程建设进展
顺利，全年完成投资102亿元，进
一步夯实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水
利基础。

水利枢纽工程全力推进，其中
出山店水库工程完成投资 34.72
亿元，前坪水库工程完成投资11
亿元,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加快防洪抗旱薄弱环节建设，建成
77处抗旱应急水源引调提水工程
和9处引黄调蓄工程等。

去年我省实施了3处大型灌
区、9处中型灌区配套改造，超额

完成了3个批次85个小农水重点
县、农田水利项目县年度建设任
务。全年新增改善恢复有效灌溉
面积 260万亩，新增高效节水灌
溉面积 122万亩，超额完成省政
府下达的目标任务。

在工程建设步伐加快的同
时，去年我省工程建设质量、安全
生产等考核成绩在全国的位次也
普遍前移。在2015年至 2016年
度全国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考核
中，河南名列全国第二。

近年来，我省水利投资进入高
峰期，“十二五”期间水利建设总投资
1226亿元，达历史最高水平。③4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1 月
11日，记者从全省国土资源领导
干部研讨班上获悉，去年我省国
土资源系统全力服务保障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全年共审查报批
建设用地 40.71 万亩。同时，去
年全省土地违法面积大幅下降
逾三成。

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朱长青
说，全省国土资源系统不断提高
管理水平，较好地完成了保护资
源、保障发展、维护权益、服务社
会的各项任务。其中，在服务保
障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全年共审
查报批建设用地 40.71 万亩，米
字形高铁、重大基础设施等国家
和省重点项目，航空港区、产业

集聚区等重点发展区域，保障性
安居工程等民生项目建设用地
都做到了应保尽保。同时，地质
找矿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桐柏
老湾查明一处资源量 100 余吨
的金矿，在崤山东部浅覆盖区发
现两处大中型银矿，在坦桑尼
亚、尼日利亚等 2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取得重要找矿成果。

据介绍，去年我省持续加大
耕地保护力度，全面实现“占补
平衡”，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
保 护 面 积 均 高 于 国 家 下 达 目
标。严肃查处违法案件，全年发
现土地违法行为 3112 起，涉及
土地 8879.4亩，较上年分别下降
4.36%和 34.92%。③3

水利投资达102亿

邮政收送快递8.5亿件

■数说河南2016

审查报批建设用地40万余亩

今年全省开建高速公路超千公里

1 月 11 日，南乐
县城关镇郭庄村群众
在 晾 晒 制 作 好 的 灯
笼。该村积极培育富
民产业，通过公司加农
户的模式，带动全村妇
女群众学习灯笼加工
技术，培育发展灯笼产
业。⑨7 高林 赵晓阳 摄

1月11日，河南中医药大学联合河南太龙药业、宛西制药等企业到固始县皮
冲村开展扶贫慰问和产业扶贫调研活动。在对口帮扶中，该校利用皮冲村现有
资源优势，加快推进中药基地建设，以产业发展促进精准扶贫。⑨7 杨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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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建20个、1000公里以上高速公路项目

编者按

在过去的几年里，省人大代表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热

点、难点问题开展工作，一次又一次为人民鼓与呼，履职尽责行

使着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本届省人大代表如何看待自己这几

年的履职表现？最关注的问题又是什么？近日，记者采访了部

分省人大代表，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所思所想，看他们如何建

言献策、关注民生、为民服务，如何发挥优势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奔小康。③5

□本报记者 李铮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郝鸿琰

“要不是伟姐，我们这一大家子人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1月 6日，在南
召县夕阳红老年公寓，留山镇东街村
的刘欣边说边流泪，而她口中的伟姐
——南召县夕阳红老年公寓的理事长
李伟也早已泪眼婆娑。

刘欣的弟弟去年突发脑溢血导致
生活无法自理，而她的丈夫也因身患
癌症正在接受治疗，家中一连串的变
故让年近 60 岁的她无力承担照顾弟
弟的重担。正在发愁时，刘欣遇上了
到东街村走访看望空巢老人的李伟。

“他们夫妻俩本身就是空巢老人，
哪有能力再照顾一个生病的人。”李伟
说，她主动将刘欣的弟弟接到了夕阳
红老年公寓照顾。这样的情况不是第
一次。在李伟创办的夕阳红老年公寓
里，有抗战老兵，有孤寡老人，他们大
多是李伟在平日走访和生活中遇到的
无人照料的老人。

从1983年收留第一位孤寡老人到
2008年开办南召县第一家老年公寓，尽
管李伟自己今年也已年过六旬，但她坚
守着让每个老人老有所养的信念，一直
在为老人们奔忙。

“作为省人大代表，有了更多为老
人们发声的机会，我觉得肩上的担子
更重了。”李伟说，2013年，她作为省人

大代表参加了省两会。深知自己在知
识水平上的欠缺，她买来了各种相关
书籍阅读以提升自己，参加每一次省
市县组织的调研活动，也从不放过学
习的机会。

“去年我们去新乡学习，现代化养
老院里医养结合的模式对我启发很
大，老年人大都有慢性病，平时的预防
很关键。”李伟告诉记者，从新乡回来
她就立即着手聘请医疗保健师，在老
年公寓里开设了医疗保健室，平时为
老人们提供拔罐、按摩等身体调理。

每年省两会的议案，养老问题都
是李伟关注的焦点，今年依然不例外，
在与县、市养老机构的交流中，李伟发
现专业养老护理人员紧缺是大家面临
的共同问题。

“工资低了没有人愿意干，工资
高了养老院难以承担。”李伟希望相
关部门能够切实落实养老事业上的
相关政策，能够吸引更多人加入到养
老事业中来。“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参
与到养老事业中，才能真正实现让每
个老人老有所养的愿望。”她充满期
望地说。③5

李伟：让每个老人老有所养

我当代表委员这几年

本报讯 为充分展示传统民间
民俗文化底蕴，展现绿城文明城市
形象，彰显郑州轨道“厚德载道 大
爱致远”核心价值观，1月 11日起，
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资源经
营管理事业部、客运部联合荷马文
化、郑州紫帆装饰、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郑州市分公司开展“郑州轨道
2017年新春文化节”系列活动。

新春临近，地铁车站控制室将
张贴新年祝福条幅，客服中心将张
贴喜庆红腰带，营造出浓烈的节日
氛围。1月 15日至 27日，1号线一
期郑州东站、郑州火车站，2号线一
期刘庄站等车站将设置爱心自助服
务站，为乘客提供应急雨伞、饮用
水、一次性纸杯、纸巾等物品，过往
乘客可根据需要自行取用，满足乘
客的不同需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将于即
日起至 22 日在 1 号线一期紫荆山
站负一层举行。钧瓷、木雕、皮雕、
剪纸、香包、泥塑等具有代表性的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将呈
现在乘客面前，特色工艺品将让乘
客感受到浓郁的传统文化。

1月 14日、21日将在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区开展泥人制作、木版年
画制作等现场表演，过往乘客均能
近距离感受民俗文化背后的故事与
历史文化。1月 15日绿城广场站、
22日关虎屯站，将举行钢琴独奏、弦
乐演出、民谣演出。

依托中原大地丰富的民俗文
化，在为期1个多月的时间里，郑州
地铁将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迎新
春活动，让市民共飨充满浓浓年味
的文化盛宴。③4 (刘磊)

郑州地铁邀您
共飨新春文化盛宴

本报讯（记者 王平）1月 11日，记
者从省卫计委获悉，《河南省建设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规划》日前已获得省政府
同意并印发。“十三五”期间，我省计划
优先打造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以提
升区域疑难危重病例医疗水平，满足全
省及周边地区1.5亿人的健康和就医需
求。

区域医疗中心是指为一定区域内
居民提供代表该区域先进水平的医疗
服务，承担一定的人才培养、医学科研、
教学等任务，并可为区域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提供医疗救治和技术支持的医疗

机构。目前，我省每年约有 10万名患
者辗转前往省外就医，“建设区域医疗
中心将不断提升优质医疗资源服务供
给能力，降低省域外转率。”省卫计委相
关负责人说。

即将打造的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及建设主体单位分别是：心血管医疗中
心——河南省人民医院、阜外华中心血
管病医院；肿瘤医疗中心——河南省肿
瘤医院；儿童医疗中心——郑州儿童医
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
管医疗中心——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器官移植医疗中心——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人民
医院；中医骨伤科医疗中心——河南省
洛阳正骨医院。

除上述 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之
外，“十三五”期间，我省还将积极支持
具备较强综合实力的大型综合医院发
展，大力引导妇产科、眼科、传染病、口
腔、精神卫生、呼吸、老年医学等优势学
科发展，形成区域专科医疗中心。

为促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顺利
开展，我省还将出台一系列保障措施。
在改革创新上，我省将明确区域医疗中
心建设单位同时也是城市公立医院改革

试点单位，探索大型公立医院自主评审
职称，放开区域医疗中心执业医师省域
内多点执业等。在资金上，将积极利用
中央预算内资金和国债贴息资金，优先
安排符合条件的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
目；建立以政府专项投资为主导的多渠
道筹资机制，重点支持区域医疗中心基
础设施建设、重点专科建设、重点实验室
（工作站）建设、医疗设备更新、人才队伍
建设、科技创新奖励以及重点疾病流行
病学调查等。在外部合作上，将积极推
动省部共建、省市共建、主体医院与合作
医院共建。③7

我省将打造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更多内容
请扫一扫

李伟（左）常年照顾着抗战老兵⑨7 郝鸿琰 摄

灯笼产业
红红火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