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3月5日在“两会部长通道”表
示，农业部将进一步加强督导检查，强化产业引导，推
动政策落地，为返乡下乡人员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韩长赋说，当前农业农村已经成为创业创新的新
天地，返乡下乡人员为现代农业注入了新要素，为农民
增收开辟了新渠道，为农村繁荣增添了新动能。

韩长赋说，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军人等返乡下乡创
业人员中，大部分从事的都是资金、人才、技术集聚的新
产业，自己创业当老板，可带动乡亲们一起增收致富。

（本栏图文均据新华社电）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农业农村已成“双创”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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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直击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

去年实现了稳增长、稳就业

两会影像

□本报记者 栾姗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战略叠加”成为
高频词。一系列国家战略规划和平台形
成的叠加效应，将对我省未来发展起到全
方位历史性的推动作用。战略叠加按下
了建设经济强省的“快进键”。

省发改委主任刘伟说，政府工作报告
提到要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加快推进基
础性、关键性改革，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一系列国家战略规划和平台带给河南的
制度红利，其实就是在倒逼深层次的制度
改革。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助力
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中国（河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助力建设现代服务业强省，国家
粮食生产核心区助力建设现代农业强省，
国家大数据（河南）综合试验区助力建设
网络经济强省。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党工委
书记张延明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全
面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加快
新材料、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
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技术研发和转化，做

大做强产业集群。目前，航空港实验区
菜鸟骨干网一期建成投用，全年总单量
600万单；美泰宝生物制药全球首创的抗
艾滋病及肝癌新药进入三期临床阶段；
友嘉精密机械 229精加工中心和联同八
轴加工中心建设加快推进；兴瑞大宗商
品供应链产业园累计入驻企业超过 20
家；华中冷链港、瀚港进口商品博览中心
投入试运营。今年航空港实验区要力争
更多的高端产业项目落户，切实提高航
空港实验区产业支撑能力，为建设经济
强省作出贡献。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促进加工贸易
向产业链中高端延伸，中国（郑州）跨境电
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网络
经济的叠加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省商
务厅厅长焦锦淼说，今年我省要推动加工
贸易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向全球
价值链高端跃升，不断拓展加工贸易内涵
和外延，推动加工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
与互联网融合，与智能化生产制造融合。
同时，积极承接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培育
认定一批省级重点承接地、示范园区和转
型升级示范企业，提升加工贸易的质量和
效益。③7

中原回响

战略叠加按下
建设经济强省“快进键”

精彩视频、炫酷图片、经典古诗、优美音
乐和特色产业、各种美食……随着《惊艳了的
河南@所有人》系列H5中郑州篇、开封篇、洛
阳篇等的刊发，河南的18颗“明珠”在“两会时
间”相继刷屏。读者和网友纷纷转发点赞。

河南报业全媒体策划、河南手机报出品的
这一系列H5实现了十八省辖市的联播和手机
报十八省辖市分刊的联动。河南报业全媒
体旗下河南日报、河南商报、大河报等，也
同步推出。今天，《惊艳了的安阳@所有人》
隆重推出。殷商故都、甲骨源地——安阳，
这座“鼎”好的城市
将给你不一样的体
验。②25 以上内容
由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马亮亮采写

体现河南优势
彰显使命担当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

展望一个区域的未来发展，不仅要看
现实基础，更要看它选择的发展战略和发
展路径。近年来，国家战略规划和平台密
集落地，首先是河南自身的重大发展规划
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吻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三
大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分别是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战
略。其中，河南连接南北、横贯东西的区
位优势和“一带一路”战略高度契合。河
南全面衔接、主动融入“一带一路”，谋划
制定重大发展规划时与“一带一路”战略
精准对焦，最终让这些发展规划纳入了国
家战略的大版图。

其次，战略叠加效应正在不断显现。
战略规划和平台接连落地，战略红利得到
持续释放、深化累积，让河南的战略地位
更加凸显，战略格局更加完善。

这每一个战略规划和平台，都事关河

南发展，事关打好“四张牌”。这既是中央
对河南的厚爱和关怀，也是对河南的期望
和重托；既是河南自身发展优势所在，也
是历史使命和国家所需。

拿到了一手好牌，怎么把好牌打好？
那就是不拐弯不折腾，一张蓝图绘到底，
一届接着一届干。把国家政策用足用活
用好，在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培育引进创新人才等方面下大
功夫，使战略叠加效应在中原大地充分释
放，开辟河南经济发展新境界。

释放叠加红利
厚植发展优势

全国政协委员、省科技厅厅长张震
宇：

国家战略规划和平台密集落地，河南
迎来了国家战略叠加红利释放和收获期，
这必将为河南带来更多利好政策，厚植更
多发展优势。

每个国家战略规划和平台定位不同、
功能不同，从不同侧面给力河南发展。同
时，战略规划之间紧密联系、相辅相成、互
促互进，形成了1+1>2的叠加效应。

比如，发展现代农业、建设郑州航空
枢纽等，离不开新理念、新制度和新技术
的支撑。同时，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中
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国家大数据（河南）综合试验区等战略的
深入实施，可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奠定良好基础、提供广阔舞台。

充分利用好这些规划和平台，是一项
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加快顶层设计，
建立协调机制，让战略规划深入融合、一
体推进，最大限度发挥叠加效应。

昂起龙头
释放引领效应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白红战：

河南要发展，郑州这个龙头要舞起来。
去年底以来，中原城市群正式上升为

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全国七大城市群之
一，国务院批复明确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

国家中心城市被称为全国城镇体系
的“塔尖”，要在全国具备引领、辐射、集散
功能。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有基础、有
优势。郑州区位优势明显、腹地市场广
阔、人才资源丰富，特别是近年来经济“个
头”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优，米字形高铁
初具雏形，郑州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

2000万、年货运量跃居国内机场前七位。
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相比，郑州还有短板
和不足，综合实力不强、科技创新基础相
对薄弱、产业竞争力不强等。

发展前景美好，道路曲折艰难，唯有
撸起袖子加油干、脚踏实地抓落实。郑州
要在产业升级、城市建设、改革开放、人才
引进等方面大胆先行先试，创造更多新鲜
经验，在全省发展大局中更好发挥龙头、
引领和支撑作用。③5

聚力“战略+”出彩大中原

3 月 5 日，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开幕。这是代表们走
向会场。

新华社发

河南报业全媒体产品献礼两会

《惊艳了的安阳@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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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在“两会部长通道”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主任何立峰用详实的数据回答了中国经济运行中
的“稳”与“进”特点。

何立峰说，“十三五”开局之年经济运行一大特点
是稳中求进的“稳”。

经济实现稳增长——去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都在
6.7%、第四季度增长达6.8%。何立峰说，中国经济总量现
在大概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5%左右，经济增量占全球经济
增量将近33%。“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非经过不知难。”

实现稳就业——去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300多
万。“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就业是民生之本。”

脱贫攻坚平稳推进——去年实现了现行标准下
12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脱贫。“这也是非常不
容易的，放眼全球可能中国是唯一能做到的。”

履新半年的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3月5日首次在
“两会部长通道”上亮相。

李小鹏说，拥堵问题是大城市病。解决拥堵问题，要
综合施策，打组合拳。拥堵费涉及面广，有关地方人民政
府需要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评估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形成
最大范围的社会共识，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决策，依法实施。

李小鹏指出，治理交通拥堵，需要加强规划，完善
城市的功能，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加强管理，提升
服务水平；需要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提高服务品质；需
要坚持公交优先的战略，倡导绿色出行。

对于共享单车迅速发展的现象，李小鹏说，共享单车
是一种模式创新，应积极鼓励支持。各地要因地制宜、因
城施策，加强管理。政府要有作为，规范加强管理；企业
要遵纪守法，改善服务；广大使用者也要文明出行。

工信部部长苗圩3月5日走上“两会部长通道”，介绍
防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进展和下一步相关工作重点。

据他介绍，2016年，工信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如：到去年年底全面实现手机实名制，新用户入网全部
实名登记，还组织对 1.2 亿老用户进行了实名补登
记。下架改号软件1700余个。

“我相信，通过各方的努力，电信网络诈骗高发的势
头一定会得到有效遏制。”苗圩说，下一步，工信部将保
持电话用户实名登记、重点业务规范、网络改号整治、技
术防范拦截等各项工作要求不松，共同做好防范打击电
信网络诈骗工作，切实维护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工信部部长苗圩：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

应积极鼓励支持共享单车

两会“靓”风景

□本报记者 冯芸

3月 5日，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把“推动中部地区崛

起”列入了2017年重点工作之一，

这让出席全国两会的驻豫人大代表

和住豫政协委员深感振奋。

推动中部崛起，河南能否发挥

更大作用？如何深入实施落地河

南的一系列国家战略规划和战略

平台，使其叠加效应充分释放？代

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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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部长通道”上的民生话题

两会好声音

本报讯（记者 卢松）“当前，河南医
疗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突出，城乡居民基
本健康需求增长迅速，但医疗机构布局
和服务能力欠账较多，特别是优质医疗
资源总量不足。”3月 5日，全国政协委
员、省政协副主席高体健建议，国家大
力支持在河南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和国家医学中心分中心，提升河南医疗
水准，为河南乃至中原地区群众提供更
好的医疗服务。

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的《“十三五”
国家医学中心及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设置
规划》明确，坚持融入国家战略、主动服

务国家战略，对涉及国家重大战略规划
的重点省份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高体
健说，河南是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中的重
要省份，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相继落户河南，“通过
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促进全民健康，
提供人才和劳动力支撑，是确保国家战
略规划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

事实上，我省已经积极推进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持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去年12月，省政府印发了《河南省建设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规划》，确定立足河

南、辐射周边，通过提升诊疗、科研、教
学等水平，优先打造心血管、肿瘤、儿
童、脑血管、器官移植、中医骨伤6个专
科类别的区域医疗中心，着力提升区域
疑难危重病例诊疗水平。

高体健建议，依托河南较好的医院，
国家可在河南设置2个综合类别的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按每3000万至5000万
人口规模设一个，尽快缩小河南与发达
地区的医疗水平差距，促进医疗服务同
质化。“这样不仅能让中原地区老百姓就
近享受优质医疗资源服务，还有利于减
轻北京、上海等地的医疗压力。”③5

加快建设医疗领域的“国家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