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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河南两会特刊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袁楠

2018年，新乡市以郑新深度融合
发展为抓手，深入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借势中原城市群和郑州国家级中心
城市建设，全面提升新乡核心竞争力，
推动郑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深度
融合发展。

近日召开的新乡市委全会明确为
新乡战略定位：在推进郑新深度融合发
展中，努力把新乡建设成为郑州大都市
区北部重要次中心城市、中部地区先进
制造业基地、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豫北
创新中心、郑州大都市区宜居新城和国
内外知名文旅康养胜地。

借势“郑中心”，架起两
地融合的桥梁

2018年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跑
出“加速度”，进入“万亿俱乐部”，这对
黄河北岸的新乡无疑也是一大利好。
在去年 6月举办的郑新融合发展论坛

上，郑州市有关领导表示，随着郑州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的不断深入，疏解非省
会城市功能，郑新融合前景广阔。

新乡市紧抓郑新融合发展机遇，坚
持“规划引领、交通先行、产业协同、功
能互补、节点突破、统筹推进”，两地融
合日益向广向深。

融合蓝图愈加清晰。郑新全域深
度融合规划、综合交通运输规划、沿黄
生态景观产业带规划等一批重要规划
基本编制完成。

交通联系显著增强。实施交通项
目 45 个，总投资 560 亿元，完成投资
31.1 亿元。郑济高铁新乡段、新晋高
速、官渡黄河大桥、G107东移等重大交
通基础设施项目加快推进，新日高速
封丘至原阳段、沿太行高速新乡段、新

延快速路、S229快速路等项目完成了
开工前的各项工作，具备了全面开工
条件。

产业支撑更加坚实。一方面积极
承接郑州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绿色产
业转移，另一方面找准新乡的比较优
势，积极培育和引进、做大做强主导产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参与大都市区的
产业分工。

2018年，围绕郑新融合新乡市实
施了 126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达 3428
亿元。

打造“后花园”，系牢融
合的生态纽带

去年6月，省直机关节能环保主题
定向赛在位于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的凤

湖生态公园举办，舒适宜人的环境赢得
参赛者纷纷好评。近年来，以打造郑新
两地群众居、养、游、娱首选地为目标的
平原示范区，通过树立生态立区理念，
吸引了两地众多市民的目光。

“郑州大都市区建设，不可能没有
生态环境空间。”专家建议，将黄河的综
合治理、生态修复同城市的发展结合起
来，不仅可以大大拉近两个城市之间的
距离，增加发展空间，也能带动沿岸滩
区经济和人居环境的改善。

去年8月份，新乡市沿黄生态景观
产业带发展规划在北京通过专家评
审。沿黄滩区建设将集生态保护、休闲
农业、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于一体，成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模式、郑新融合
跨越发展的新名片。

目前，沿黄生态经济带总体规划已
编制完成，沿黄西路等项目建设正在推
进。此外，新乡市还完成了山水林田湖
草一体化生态城总体规划和部分专项
规划，凤泉湖项目全面开工；国家储备
林建设项目成功获批，计划总投资 74
亿元。

练就“好内功”，夯实融
合的质量根基

1 月 12 日，新乡市委全会指出，
2019 年要持续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加快郑新深度融合中交通连接、生
态对接、产业承接的步伐，统筹推进中
心城市、县城、乡镇、农村发展。

推进郑济高铁、230国道、郑新快
速通道等交通项目建设，郑新快速通道

和230国道年内要完成前期工作，促进
郑新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加强与郑州产业的协作配套，推
进封丘陈桥产业集聚区、原阳产业集
聚区、平原示范区产业集聚区、“中国
制造 2025”原阳示范区、华夏幸福产
业新城建设，做好中原银行综合金
融服务中心、平原科技城等项目前期
工作。

启动编制南太行文旅康养产业带
发展规划，加快以黄河滩区生态修复为
依托的中原国家植物园、以北京林业大
学高精尖绿色科技为支撑的中原生态
绿色科创小镇建设，实施一批花木特色
小镇、美丽乡村、花木生产博览园、种苗
交易市场等项目。

围绕“四城”同建、“四水同治”，谋
划一批特色亮点项目，在所有县（市）开
展文明城市（县城）创建活动。围绕“五
个振兴”，加快推进“两县十乡（镇）百
村”示范工程；开展“美丽小镇”“四美乡
村”创建活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解决
好新型农村社区遗留问题。

以郑新融合为抓手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新乡市“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四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会

聚焦社会热点 彰显民生情怀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王仲田

我省将采取四方面措施，坚决打
好“蓝天保卫战”。一是全面实施经
济结构提质、生态功能提升、国土绿
化提速、环境治理提效“四大行动”；
二是持续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
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四大结
构”；三是打好煤炭消费减量、产业布
局优化、运输结构调整、柴油货车治

理、城乡扬尘整治、工业绿色升级、清
洁取暖建设、生态扩容提速、监测能
力提升、重污染天气管控十大标志性
战役；四是确保 2019 年实现全省
PM2.5 年均浓度 60 微克/立方米以
下、PM10年均浓度 98微克/立方米
以下、全年优良天数比例 59.5%以上
的目标。

针对大班额和城镇化进程中新
增的适龄儿童入学所需学位不足的
问题，我省主要采取五个方面措施：一
是解决“城镇挤”的问题，通过扩充城
镇义务教育资源，增加城镇中小学学
位供给，5年来新增学位 255.1万个；
二是解决“乡村弱”的问题，积极改善
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三是制
定并落实消除大班额专项规划，明确

了每一个市、县基本消除大班额、超大
班额的时限；四是优化配置，规范招生
行为，明确要求2018年秋季开始任何
学校不得新增超大班额，积极推行“名
校+弱校”“名校+新校”“中心校+村
小”“学区制”等多种办学模式，提升薄
弱学校办学水平和质量；五是建立通
报约谈机制，对排名靠后、工作推进不
力的市、县政府进行约谈。

省教育厅副厅长 毛杰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张达

2018 年全省房地产市场总体
保持平稳，部分热点城市商品住房
销售价格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了有
效控制。2019年，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将继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重点抓好以下几个
方面的工作：一是构建房地产市场
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落实稳地价、

稳房价、稳预期的阶段目标；二是建
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监测指标体系
和考核评价体系，对城市房地产市
场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对房地产调
控工作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价考
核；三是加大房地产市场监管力度，
持续开展房地产市场专项治理活
动，依法依规、严厉打击各类侵害群
众合法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栾姗 周青莎

我省在推进郑州大都市区建设方面有哪些总体考虑？我
省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取得哪些积极进展？教育部门
将采取哪些措施为中小学生减负？今年污染防治的重点工作
和目标任务是什么？如何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如
何进一步破解因病致贫返贫难题？

1月 17日，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在省人民会堂举
行。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健委等6个部门负责人面对记者提问，
围绕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直言
不讳，坦诚作答。

省发展改革委主任 何雄

发展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申延平

今年的重点工作有以下几项：一
是抓增收，向土地要效益，向产业要
效益，向改革要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二是抓环境，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重点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
理、“厕所革命”和村容村貌整治提

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
务；三是抓融合，促进农村人口向城
镇转移，推动镇村联动发展，因地制
宜发展一批小城镇和特色小镇，推动
资金、技术、人才下乡，增添乡村发展
动力。

省卫健委主任 阚全程

2018 年，在省妇幼保健院和省
肿瘤医院分别设立省级“两癌”筛查
民生实事培训指导中心，各省辖市设
立市级指导中心，遴选“两癌”技术服
务机构 238 个。截至 2018 年年底，
全省完成宫颈癌免费筛查146万人，

乳腺癌免费筛查 147万人。全省孕
产 妇 早 中 期 产 前 筛 查 覆 盖 率 为
64.05%，新生儿“两病”筛查率为
96.49% ，新 生 儿 听 力 筛 查 率 为
95.66%，均 超 额 完 成 省 定 目 标 任
务。③8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5年多来，
省委、省政府把提升交通物流枢纽
功能作为融入国家战略的突破口，
推进空中、陆上、网上、海上丝绸之路

“四路并进”，走出了一条内陆地区开
放型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下一步，我
省将以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和
产能合作为重点，聚焦市场开拓、金
融保障、人文交流和风险防控等重点
领域，形成更多可视性成果，推动各

项工作走深走实。具体举措是：完善
项目建设推进机制，推动一批重点合
作项目取得突破；搭建更多对外合作
平台，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积极对
接金融机构，加快构建我省支持“一
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政策体系；发挥
河南历史文化优势，深化人文领域
交流合作；完善安全风险防范体系，
全面提高境外安全保障和风险应对
能力。

教育

生态

“五大专项行动”加快郑州大都市区建设

我省将围绕建设繁荣创新、生态
宜居、魅力人文、开放包容的国际化
大都市区的总目标，统筹推进《郑州
大都市区空间规划(2018—2035年)》
落地实施，重点抓好“五大专项行
动”，加快郑州大都市区建设：坚持龙
头带动，实施郑州国家中心城市能级
提升行动；坚持交通先行，实施交通
互联网络互通行动；坚持产业协同，
实施重点产业带建设提速行动；坚持
生态共治，实施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行

动；坚持共建共享，实施重大设施网
络支撑覆盖行动。同时，坚持改革创
新，围绕扎实推进“五大专项行动”全
面提升郑州大都市区建设管理水平，
建立健全郑州大都市区协调发展、联
动推进和考核机制，搭建郑州大都市
区空间大数据及可视化规划管理系
统，滚动实施三年重大项目库，研究
设立郑州大都市区协同发展基金，形
成共同推进郑州大都市区建设的工
作合力。

统筹推进丝绸之路“四路并进”

取缔校外培训机构4904所

我省高度重视中小学生减负工
作，从有关政策上予以保障。坚持义
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不得以考试选
拔学生，不设重点校、重点班，均衡编
班，均衡配备师资；严格控制学生在校
时间和作业量，不得超纲、超计划教
学；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切实

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截至2018年
12月底，共取缔校外培训机构 4904
所。今年我省将出台减负实施方案，
深化考试招生改革，推进综合素质评
价，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管理，严禁组织
举办中小学生学科类等级考试、竞赛
及排名，禁止高收费的补课。

任何学校不得新增超大班额

确保今年优良天数比例达59.5%以上

进入秋冬季以来，重污染天气过
程多发频发。我省积极做好预警会
商，加强应急管控，实施绿色调度，科
学错峰生产，依法对重污染天气实行
差异化的管控政策和措施，有效控
制、减少和消除重污染天气的危害和
影响。数据显示：2018年秋冬季以

来，全省工业污染物日排放量由采暖
季前的 425吨左右下降到 280吨左
右，减少了 35%，PM2.5 浓度降低
7.7%—18%，较往年同样不利的气象
条件下的污染程度明显降低，日均空
气质量没有出现爆表现象，部分城
市甚至降低了1个污染级别。

重污染天气实行差异化管控

住建
加大房地产市场监管力度

《河南省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
会指导规则》对首次业主大会筹备
组业主代表和业主委员会成员都作
出规定，要“按时交纳物业费”。可
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物权法》
《物业管理条例》《河南省物业管理

条例》把“按时交纳物业服务费”作
为业主的义务和业主委员会成员的
条件之一；二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按时交
纳物业服务费是每位业主应尽的义
务。

按时交纳物业费是业主应尽义务

农业
新建高标准农田500万亩

近年来，我省持续落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为维护国家粮
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将重
点抓好这些工作：一是实施耕地保
护，保证粮食种植面积；二是稳定粮
食生产，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 1.5亿
亩以上，口粮面积稳定在 9000万亩

以上，确保粮食总产量稳定在 1300
亿斤左右；三是树立大食物观，丰富
食物来源，不但让群众吃得饱，更让
群众吃得好。今年，新建高标准农
田 500万亩，进一步实现田成方、林
成网、路相通、渠相连、旱能浇、涝能
排。

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卫生
2020年实现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创建目标

2018 年，省委、省政府把“加快
六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纳入
省重点民生实事，引进建设了心血
管疾病再生医学研究等一批重点实
验室和研究中心，疑难重症诊疗水平
明显提升，患者省域外转率明显下

降。下一步，将积极推动省部共建、
省市共建和院院共建，力争到 2020
年实现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创建目
标，全面提升科研、诊疗、服务能力，
努力打造区域医疗人才、技术、科
研、管理高地。

贫困人口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达91.45%

2018年，我省聚焦贫困地区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短板，在能力提升、疾病
救治、医疗保障和健康促进上都取得
了不错的成果，尤其是贫困人口医疗
费用报销比例达到 91.45%，帮助 64
万因病致贫返贫人口实现脱贫。下一
步，我省将实施健康扶贫提升工程，
深入推进医疗服务规范化、医疗服务

能力标准化、医疗保障措施制度化
“三化”建设，努力实现贫困人口城乡
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率达到 100%，贫
困村标准化村卫生室和合格乡村医
生覆盖率达到 100%，贫困人口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率达到 100%；贫困人
口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达90%以上，贫
困人口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

打造县域医疗中心，让群众大病不出县

加快县（市）人民医院提质升级，
目标是使所有县（市）人民医院到
2020年全部通过“二级甲等”医院评
审，其中一批达到三级综合医院医疗
服务能力，依托县人民医院打造县域

医疗中心，使县医院能看大病，县域
内就诊率达 90%以上，让老百姓看
大病不出县。县域医疗中心建设分
两年安排，2019年建设 50所，2020
年全部建成。

免费“两筛”等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