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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优化财政支农投入。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进一步优化财政供
给结构，创新财政投入方式，建立健
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
制度，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
斜。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实施以
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政策，支
持耕地质量综合治理。多层次多形
式推进涉农资金整合，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率。加快构建全省农业信贷
担保体系，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
策。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撬动
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鼓
励市县政府将省级转贷的地方政府
债券用于乡村振兴领域的公益性项
目。

35.拓宽资金渠道。进一步提高
土地出让收入对农业农村投入比
例。严格控制未利用地开垦，加强耕
地占补平衡管理，落实高标准农田建
设等新增耕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
将所得收益通过支出预算全部用于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支持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推广一事一议、以奖代补
等方式，鼓励农民对直接受益的乡村
基础设施建设投工投劳，让农民更多
参与建设管护。

36.创新金融服务。坚持农村金
融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健全适合农
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农村
金融机构要把为农村实体经济服务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增加“三
农”贷款投放。支持金融机构增加县
域网点，适当下放县域分支机构业务
审批权限。发挥农业银行、邮储银行

“三农”金融事业部作用，鼓励国家开
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加大信贷力
度。构建“政银担保投”联动支农机
制。积极开展土地信托，支持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支持涉农企业发行上
市、新三板挂牌和融资、并购重组。
推进农产品期货期权市场建设，扩大

“保险+期货”试点，探索“订单农业+
保险+期货（权）”试点。进一步加强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推广兰考县普
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卢氏县金融扶贫
模式经验。落实国务院关于探索建
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意
见，探索建立支持乡村公益性项目融
资机制。

（四）强化组织保障，推动乡村振
兴

提高各级党委、政府对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重大意义的认识，真正把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把党
管农村工作的要求落到实处。

37.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党委、政
府要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
重中之重，切实把认识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工业农业

一起抓、城市农村一起抓，把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原则体现到各个方面。
不断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
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
工作领导体制，实行省负总责、市县
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是
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
兴。县委书记要下大力气抓好“三
农”工作，当好乡村振兴“一线总指
挥”。切实加强各级党委农村工作
部门建设，按照《中国共产党工作机
关条例（试行）》有关规定，做好党的
农村工作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工
作，充分发挥决策参谋、统筹协调、
政策指导、推动落实、督导检查等职
能。建立乡村振兴工作推进机制，
各部门要按照部门职责，加强工作
指导，强化资源要素支持和制度供
给，做好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各省辖市党委、政府每年要向省委、
省政府报告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进展情况。把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情
况纳入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实绩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选拔任
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

38.加强“三农”工作队伍。重视
农业农村干部的培养、配备、管理、使
用，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
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充实加强
乡镇工作力量，强化激励引导，夯实
基础保障，形成乡镇工作人员引得
进、留得住、用得好的良性机制。各
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农村、关心农业、
关爱农民。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
干部要懂“三农”工作、会抓“三农”工
作，分管领导要真正成为“三农”工作
的行家里手。

39.加强规划编制实施。制定省
级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各地各部门要编制地方规划和
专项规划或方案。加强各类规划的
统筹管理和系统衔接，协调推进城乡
融合、区域一体。坚持产业、村庄、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多规
合一，科学编制完善村庄规划，明确
农村住宅的基本要求、审批程序，加
强乡村建设的服务指导和监督管
理。根据发展现状和需要分类有序
推进乡村振兴，对具备条件的村庄要
加快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向农村延伸，对自然历史文化资源丰
富的村庄要统筹兼顾保护与发展，对
缺乏产业支撑、交通不便、生态不优
的村庄要尊重农民意愿、加强规划引
导。

40.营造良好氛围。做好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宣传工作，在广大人民群
众中形成良好舆论氛围，积极总结推
广各地各部门的丰富实践，注重发挥
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振奋基层
干部群众精神，凝聚全社会强大合
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

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意见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记者 3 月 27
日获悉，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公布了中国
文化艺术政府奖第三届动漫奖评选结
果，由河南艺术中心打造的“十二生肖”
系列原创儿童剧的开篇之作《小马过河》
荣获最佳动漫作品奖。这是河南首次获
得该奖项，而且是唯一入选作品，实现了
零的突破。

《小马过河》改编自传统寓言故事，
在保留原有故事线索的基础上，为主人
公小马增加了新的难题，通过小马解决
难题的过程，让孩子们懂得实践的重要
性，并培养他们勇敢、善良的品质。该剧
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合动漫、多媒体等元

素，生动活泼、寓教于乐，自 2014年推出
以来已巡演 100多场。该剧曾荣获第十
三届河南省戏剧大赛文华特别奖，入选原
文化部2015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动漫重点扶持项目。

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动漫奖每三年
评选一次。本届评选活动自去年10月底
开始，经过合规性审查、专家评审、评奖小
组审议等环节，共评出20个奖项，其中《大
鱼海棠》《小马过河》等11部作品获最佳动
漫作品奖。此外，还有最佳动漫创作者或
团队3个，最佳动漫教育机构2个，最佳动
漫国际市场开拓奖1个，最佳动漫技术奖1
个，最佳动漫形象2个。③3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3 月 27
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发布消息，按
照公安部、省公安厅的统一部署，作
为第三批推广应用城市，开封、洛
阳、平顶山、鹤壁、新乡、濮阳、许昌、
漯河、三门峡、周口、驻马店、信阳、
济源等 13 个市将于 4 月 10 日启用
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这意味着我
省所有地市全面启用新能源汽车专
用号牌。

据悉，去年11月20日，郑州作为
全国的第一批试点城市，在全省率先
启用了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12月
25日，作为第二批推广应用城市，安
阳、焦作、商丘、南阳等4个市正式启
用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目前，5个
市试点工作进展顺利、效果良好。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有关负责人
表示，选取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可
以通过各地车管所业务大厅选号区，
随机“50选 1”的方式选取，或通过网
上车管所选取。对于新购置的新能
源汽车，车主可以直接到车管所申领
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申领号牌的条
件、程序和要求，与普通汽车相同。

警方提醒，请一定购置符合国家
标准的新能源汽车。目前，路面上行
驶的电动四轮老年代步车未列入工
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道路机动车辆
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不能办理车
辆注册登记手续。此外，油改气车辆
不属于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主要
包括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和燃料电池汽车。③3

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4月10日起覆盖全省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受印度韦洛尔科技大学里维拉
国际文化节组委会的邀请，从2月中
旬开始，我们与该校孔子学院师生、中
国留学生一起精心排练节目，开展了
为期一个多月的庆祝中国新年活动，
受到了当地师生的热烈欢迎。”3月23
日，刚刚回到河南的郑州大学国际教
育学院博士孙鹏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为了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郑州大学师生与印度韦洛尔科技大学
孔子学院的志愿者老师们一起排练了
以“中国魂”为主题的文化展示节目。
春节期间，前来观看演出的观众把容
纳 2000 人的学校礼堂挤得水泄不
通。当大屏幕上出现长城、故宫、大熊
猫、兵马俑，色香味俱全的河南美食，
飞驰而过的高速列车，乘风破浪的航
空母舰时，观众席里爆发出阵阵掌声

与欢呼声。在铿锵有力的《精忠报国》
歌声里，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王永奇
和中国留学生陈臻炜、杨坚毅快步走
上台，开始表演五步拳，三个人整齐划
一的节奏，气势如虹的中国功夫点燃
了全场观众的热情。随着琵琶曲《故
梦》、古琴曲《心游太玄》缓缓响起，身
着中国古典服饰的中国留学生翩然起
舞，刚柔并济的太极拳一招一式见真
功夫；朗诵千字文、书写春联……一次
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完美呈现了
丰富多彩的中原文化。演出结束后，
当地许多学生找到孔子学院老师表示
要学汉语，要到中国来看看。

美国阿克伦大学、圣玛丽大学、约
翰逊大学等学校的孔子学院开展了热
闹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这些学校孔
子学院里的大红灯笼、中国结、旺旺狗
迎春纳福年画、鞭炮挂饰等，营造出一
派红红火火的中国年气氛，前来观看

的学生和市民络绎不绝。
2月23日，由阿克伦大学孔子学

院与阿克伦大学学生学联合会主办的
中国春节文化展及春节联欢晚会在阿
克伦市图书馆和艺术博物馆举行。当
天下午，在阿克伦市图书馆，中方代表
河南大学师生一行、中国留学生志愿
者以及阿克伦大学孔子学院汉语项目
学员现场的“宫灯制作”、孔子学院中
文教学项目展示等，吸引了不少学生
和家长前来参与体验或咨询。

2月23日晚上，在阿克伦市艺术
博物馆，春节联欢晚会在欢快的开场
舞《茉莉花》的曼妙舞姿中拉开了帷
幕。阿克伦大学校长威尔逊博士致
开幕词时说，感谢河南大学、阿克伦
大学孔子学院为阿克伦大学国际化
作出的贡献以及为全校师生和阿克
伦市民带来的多元文化。他开玩笑
说，“我是狗年出生的，今天在这里庆

祝中国狗年新年，我很幸运！也祝大
家狗年好运，实现梦想！”

当晚，河南大学留学生柯东贤的
母亲也来到了现场，她激动地说：儿
子在河南大学留学期间，受到了中国
老师和同学十分友好的接待和热情
帮助，他的汉语水平提高很快，我十
分高兴和满意！作为一名小学老师，
我会把我儿子的故事讲给我的学生
们，希望他们将来有机会也到中国去
留学。

近年来，我省与中亚、中东欧、东
盟、北美等地区的国家在中外合作办
学、国际学生教育培养、孔子学院建
设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交流活动，不
仅促进了彼此间的人文交流，也增进
了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会多
组织文化活动走出去，让更多人了解
河南、了解中国。③5

严打破坏生态环境犯罪

全省检察机关依法严厉打击污
染环境、盗伐滥伐林木等多发的破坏
环境资源类犯罪，切实加强对水源、土
地、矿产等生态资源的司法保护。李
自民介绍，2017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
共批准逮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283件
421人，提起公诉1577件2428人。开
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
动，监督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环境犯罪
案件 100件，监督公安机关立案 312
件，已提起公诉272件389人。

据悉，省检察院日前下发了《关于
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司法

保护的指导意见》，从10个方面对全
省检察机关服务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
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具体部署，增
强了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

公益诉讼向“行政乱作
为、不作为”说不

2017年 6月，我国以立法形式正
式确立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
度，检察机关发现在生态保护等领域
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不作
为、乱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
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可向行政机关
提出检察建议，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

职责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去年

7月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收集公益
诉讼案件线索501件，其中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领域291件；立案380件，
办理诉前程序案件356件，直接提起
公益诉讼案件14件。通过检察建议
和提起诉讼，督促治理恢复被污染的
水源地面积5004亩，督促关停和整治
环境污染企业178家、未办理环评企
业233家、违法养殖场215家。

“下一步，全省检察机关将通过公
益诉讼强化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补
齐工作短板，持续发力，切实把公益诉
讼做深做细做实。”李自民表示。③4

全省检察机关

司法护航 筑牢生态环境屏障

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第三届动漫奖评选结果揭晓

我省《小马过河》首获最佳动漫作品奖

印度、美国等地孔子学院庆祝中国新年活动结束

中原文化搭建“友谊桥”

3月26日，项城市乐普药业公司的工人正在对产品进行包装。该企业是
集医疗器械、医药、医疗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成功研发出多个新品种
药物，产品畅销海内外市场。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记者 孙欣

3月 27日，省检察院召开“服务
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
护”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检察机关
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有关情况
及典型案例。

“保护好绿水青山是检察机关
义不容辞的责任。”省检察院副检
察 长 李 自 民 说 ，从 今 年 3 月 到
2019 年 10 月，全省检察机关将开
展生态领域公益诉讼专项活动，聚
焦重点区域，集中办理一批案件，
促进美丽河南建设。

3月27日是“世界戏剧日”。当天，夏邑县李美荣戏曲学校的老师和小演员来到该县
第三实验小学，为学生们普及戏剧知识，教学生们演唱豫剧选段，让学生感受到了传统戏
剧的独特魅力。⑨6 苗育才 摄

“戏剧日”里学唱戏

《小马过河》剧组演员与小观众互动。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