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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开幕还有7天

更多内容详见 02│要闻

本报讯（记者 王映 通讯员 张晓静
蒋晓宇）4月14日，南乐县滨河公园内，分
管该区域的“树长”正带领百余名队员
抓紧时机，为贯穿园区的马颊河点缀绿
意——为银杏挥锨培土，给垂柳浇水施
肥，为国槐围堰除草……这样的栽种场
景已成为南乐的新“常景”。

绿色，正成为南乐的一个主题颜色。
据了解，南乐今年已超额完成市定2万亩
的造林任务，除搞好道路两侧绿化和农田
林网外，还要不断改善全县水系景观。

“原来过节往外跑，现在出门就能
游。谁说身边没景色，俺看俺家就挺好。”
南乐县退休教师李现民挂在嘴边的顺口
溜，是在滨河公园散步时想出来的。他居
住的近德固乡睢庄村与滨河公园毗邻，是
南乐29个美丽乡村特色村之一。路有路
长、河有河长，加上城乡环卫一体化全覆
盖，不仅解决了睢庄村被垃圾包围的困
境，更留住了深深的乡愁。李现民和村民
们说：“以前的马颊河是光秃秃的河，现在
河两岸新添了步道、拱桥、亭台、绿荫，建
成了景观公园，可漂亮了！”

生态文化的提升，得益于南乐县绘
制的高起点、高标准蓝图。马颊河、潴泷
河等南乐人记忆中的“土”河被因势利导
改造成为绕城而走的“大外环水系”；已
经建成的乐西湖和正在建设中的东湖湿
地、南湖公园、滨河公园、昌乐湖、平邑湖
被河流串联贯通，变成环城水系上熠熠
生辉的“明珠”。“四水绕城、五湖映城”的
生态景观，带动建设新的文化旅游产业
经济带，碧桂园、恒大、建业等知名企业
纷至沓来。

“绿网”随着“水网”逐步拓展。与“大
外环水系”并行的健康步道，一路绿荫相
送；干线公路、乡村道路两侧栽树成景。
占地面积约3400亩的森林公园内，观赏
樱花林、银杏林、水杉林等主题片林涵养
生态，森林科技馆、飞禽馆等传递出爱绿
护绿的决心，（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 通讯
员 李小艳）4月19日，记者在位于新乡市
红旗区的河南芯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采
访时了解到，该企业尚处于试生产阶段，
但订单就已经排满了全年的“档期”，而等
到正式投产后，平均每平方米车间月产值
将在万元以上。

这家企业为啥这么“牛”？
据该公司董事长助理陈福操介绍，他

们与中科院固体物理所、河南大学、新乡
市新东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共建了全省唯
一的微电子研究平台——新乡新东微电
子研究院，其研究成果经省科技厅鉴定，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填补了国内空白，关
键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作为新乡市的主城区、核心区，红
旗区一直受制于空间、环境等因素，在
商业欣欣向荣的背后，工业发展却“先
天不足”。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科技创新让“小块头”也有“大智
慧”，让小空间也能创造大财富，红旗区
着力构建技术创新体系，用创新来补工
业这块“短板”。

充分发挥“双创联盟”效能，校地、
校企合作进一步深化。该区与河南师
范大学、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省农科院
等高校、科研院所广泛对接，促进科技
资源向优势产业和企业集聚，全区 80%
以上的企业技术研发项目实现了产学
研合作。

不断刷新科技政策资金“纪录”。
去年，全区财政科技支出增至 950 万
元，占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由 2016 年的
1.6%提高至 1.9%；共申报省、市科技项
目 29 项，累计争取上级科技项目资金
637万元，是 2016年的 2.2倍；拿出科技
资金 755 万元，对在科技孵化器、众创
空间、研发平台、高新企业等方面成绩
突出的创新发展先进企业给予重奖，受
益企业 13家。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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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荫城，以水润城，最终目的只

有一个——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生态南乐。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

“做绿做水”，环保、节能等效应将不

请自来。

——南乐县委书记孙栋

随着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成功获批，新乡市红旗区抢抓机遇，通

过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建立以

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让全区工业发展

迎来了“春天”。

——红旗区委书记郑援越

实践者说 实践者说

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国家
发展改革委：

你们《关于报请审批〈河北雄安新
区规划纲要〉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
下：

一、同意《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
要》（以下简称《雄安规划纲要》）。《雄
安规划纲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紧紧围绕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眼建设北京
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创造“雄
安质量”和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
国样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

擎，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
色、高点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保障和改
善民生，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延续历史文脉，符合党中央、国
务院对雄安新区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要
求，对于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
新区具有重要意义。

二、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
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
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
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
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与北京城
市副中心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有利于
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探索人口
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与以
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为契

机推进张北地区建设形成河北两翼，
有利于加快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提升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要以
《雄安规划纲要》为指导，推动雄安新
区实现更高水平、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发展，建设成为绿色生态
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
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
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
示范区。

三、科学构建城市空间布局。雄
安新区实行组团式发展，选择容城、安
新两县交界区域作为起步区先行开发
并划出一定范围规划建设启动区，条
件成熟后再稳步有序推进中期发展区
建设，划定远期控制区为未来发展预
留空间。要坚持城乡统筹、均衡发展、
宜居宜业，形成“一主、五辅、多节点”
的城乡空间布局。（下转第四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河北
雄安新区规划纲要》的批复

本报讯（记者 樊霞）省统计局4
月 2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我省一季
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质量效
益持续提升，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有利条件不断积累，为全年经济
稳定健康发展实现良好开局。

初步核算，一季度全省生产总
值 10611.00 亿元，同比增长 7.9%。
第一产业增加值 625.38 亿元，增长
3.7%；第二产业增加值 5421.67 亿
元，增长 7.6%；第三产业增加值
4563.95亿元，增长9.1%。

“今年一季度我省在高质量发
展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第三产业
继续领跑全省经济，增速高于GDP
增速。五大主导产业和高技术产业
较快增长，而传统产业增速回落，占
比下降；经济结构在持续优化的同
时，财税收入、企业利润、居民收入
这些效益指标也保持了较快增长。”
省统计局副局长赵德友说。

从统计数据来看，我省工业生产
总体平稳。一季度，我省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7.7%，固定资产投资
稳中趋缓。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 9.5%，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46.1%。消费品市场运行平稳。一季
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08.31亿
元，同比增长11.6%。

统计结果表明，我省经济结构继
续优化。服务业较快增长。一季度，

服务业增加值增长9.1%，高出GDP
增速1.2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为
43%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为
47.1%。工业发展继续向中高端迈
进。一季度，五大主导产业、高技术产
业等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均高于规
模以上工业。新动能加快成长，一季
度，全省新登记企业65968户，同比增
长13.2%，日均新登记企业733户。

经济效益继续改善。企业盈利
能力增强。1至 2月，规模以上工业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926.73亿元，
增长8.7%；利润总额766.22亿元，增
长9.5%。国企改革成效明显。1至2

月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利润总
额增长112.6%，高出全省103.1个百
分点，“三煤一钢”企业全部实现盈
利。财政和税收收入增速加快。一季
度，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6.3%，同比提高2.2个百分点。其中
税收收入增长21.2%，同比提高7.1个
百分点。

居民收入稳步提高。一季度，
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657.19
元，增长 9.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8.8%。③6

本报讯（记者 何可）4 月 19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江兴在第十五期钱
学森论坛上表示，将利用可见光通信
技术，在郑州高新区建设世界首个智
慧家庭 2.0 版示范区，并在三年内使
智慧家庭发展到3万户。

邬江兴说，智慧家庭是智慧城市
的基础细胞。通过空调、冰箱、洗衣
机、照明系统、网络系统、微波炉等的
智慧化互联，改变过去单一的人机交
流。各种智慧传感器进入家庭，养老、
安防监控、远程医疗、远程教育、远程
控制等智慧功能均能实现，从而形成
智慧家庭2.0版本。

在万物互联时代，智慧家庭需要
大的网络带宽支持。“有灯的地方就
可通信。可见光通信是典型的绿色
通信技术。它的传输速率比光纤通
信和 4G 快 4 到 5 倍，下载一部高清
电影仅需 0.2 秒钟，安全性和私密性
极高。”邬江兴说。依托广泛覆盖的
照明网络，可见光通信可促成互联
网、广播电视网、移动通信网和电力
网的深度融合，彻底打破目前“有线
不便捷、无线不宽带、移动难覆盖”的
窘境，破解未来无线通信如何实现高
速传输、高密度接入、深度覆盖的问
题。

邬江兴带领的研发团队，利用可
见光通信和拟态防御技术方面的技术
优势，用 6年时间研发出世界首款工
业级可见光通信芯片，为打造智慧家
庭2.0铺平了道路。“可见光芯片成本
仅几元钱，一个智慧家庭的信息网络
投入成本不足5000元，众多家庭将因
此受益。”邬江兴说。

邬江兴介绍说，世界上首个智慧
家庭2.0版本示范区将建在郑州高新
区，今年年底以产业实验工厂形式建
设智慧家庭，明年将在示范基础上进
行规模化推广，计划用三年时间至少
建成3万户智慧家庭。③7

本报讯（记者 刘勰）4月 20日，省
政协主席刘伟在郑州会见了前来参加
豫台文化交流活动的台湾太平洋文化
基金会董事长钱复一行。

刘伟首先向钱复转达了省委书记
王国生、省长陈润儿的问候，对台湾太
平洋文化基金会、河南中华文化促进
会在开封市成功举办豫台文化交流活
动表示祝贺，对钱复先生为促进两岸

友好往来所作出的积极努力表示感
谢。刘伟说，河南历史悠久、文化灿
烂，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文化大省，
你们此次来豫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围
绕两岸农业教育进行研讨，对促进豫
台两地农业教育等方面深层次合作意
义重大。希望多来河南参访考察，持
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中原更加出
彩、深化两岸互利合作与祖国和平统

一作出新贡献。
钱复说，河南有着厚重的文化底

蕴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此次豫台文化
交流活动成功举行，使我对河南农业
等领域的优势有了更深了解，希望进
一步加强双方交流合作，更好弘扬中
华文化。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参
加会见。③6

世界首个智慧家庭2.0版示范区将落户郑州

可见光通信“点亮”智慧生活

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

全省一季度GDP增长7.9%

刘伟会见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董事长钱复一行

▲4月20日，郑州市河南天一航天
科技有限公司超级电容器生产车间，工
人们正在紧张忙碌着。该超级电容项
目是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重大
创新引领项目，技术目前处于国内领先
水平。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讯（记者 屈芳）4月 19日至
20日，省长陈润儿赴洛阳、南阳调研
脱贫攻坚工作。他指出，要在习近平
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指引
下，坚持精准方略，牢牢抓住产业扶贫
这个根本，通过鼓励创业、扶持产业、
带动就业，摘“穷帽”、拔“穷根”，实现
贫困群众稳定增收。

车子一路在伏牛山区穿行，陈润儿
先后来到汝阳县刘店镇佳嘉乐食用菌
分布式基地、栾川县庙子镇庄子村、西
峡县黄狮万亩猕猴桃生态示范区等地
察看。佳嘉乐大棚里的菌棒正在出菇，
听去年来这里务工的贫困户王忙菊
说，每月收入2000元、“平生第一次有
了工资卡”，陈润儿十分欣慰。庄子村
近两年乡村旅游风生水起，陈润儿走

进一家家庭宾馆。“小老板”刘新娃介
绍，宾馆今年净赚二三十万元没问题，
还能带动两家贫困户脱贫，陈润儿高
兴地为他点赞。

“伏牛山区自然资源丰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陈润儿说，要依托
优势，培育壮大林果、药材、食用菌、旅
游等特色扶贫产业；要因地制宜，探索
发展扶贫企业、车间、基地、大棚等多
种产业带贫模式，让更多的王忙菊们
过上好日子。

在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内乡县牧原公司十七分厂等带贫企
业，陈润儿详细询问企业发展和带贫
模式。他勉励企业：产业扶贫离不开
龙头企业带动，要进一步扩大规模、拉
长链条，做调整结构、带动脱贫的“主

力军”；要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完善体
制机制，确保带贫模式可持续。

乡村要振兴、农民要脱贫，关键在
人才。每到一处乡村，陈润儿总是关切
地问询：有多少返乡创业的“能人”？淅
川县银杏沟村驻村第一书记王涛介绍，
村里联合兴办环保企业，一下吸引了27
名年轻人返乡“加盟”，陈润儿表示认
可。他说，要大力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
乡创业、城市人才下乡投资、青年学生
回乡发展，推动脱贫攻坚。

陈润儿还专题察看了嵩县、淅川
等地的易地搬迁扶贫情况。他叮嘱有
关负责人，要注重实现就近就业、降低
生活成本、方便管理服务，统筹贫困人
口和非贫困人口一体发展、共奔小康。

副省长武国定参加调研。③6

陈润儿在洛阳、南阳调研时强调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优势
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全省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5657.19元

增长9.1%

一季度
经济数据

全省生产总值10611.00亿元 同比增长7.9%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7.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108.31亿元

同比增长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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