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7亿元
“十三五”以来，国网河南省电力公
司累计完成农网投资607亿元

23.1万公里
截至2018年年底，
全省农村公路总里
程达 23.1 万公里，
位列全国第四

5000公里
我省2019年将实施“百县通村入组”工程，
新建和改扩建农村公路5000公里，有效
提升农村公路建设、管理、维护和运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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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对‘三农’工作
的重视以及对广大农
民幸福生活的关心，
增强了我们抓好落实
乡村振兴战略、建设
美丽乡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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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先行 一通百通
——访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兴彬

农村基础设施是决战脱贫
攻坚、推进农村经济产业革命、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
支撑。

“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重
视以及对广大农民幸福生活的
关心，增强了我们抓好落实乡村
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的信
心。”3月 11日，回忆起当天情
景，全国人大代表、国网河南省
电力公司董事长侯清国说。

农村电网是拉动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重要的基础设施之
一。“十三五”以来，省电力公司
累计完成农网投资 607亿元、
占河南电网发展总投入的一半

以上，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坚强电力支撑。全省 10
千伏配电变压器由 5 年前的
20 多万台增至 40 万台以上，

完成 53个贫困县和 6492个贫
困村、1235个深度贫困村电网
脱贫改造任务；完成38万眼农
田机井通电、9220个自然村通
动力电，着力解决农村供电“最
后一公里”问题。

“农网升级改造后，农民家
庭拥有的空调、微波炉、电热水
器等家用电器数量大幅增长，
农村生产生活用电条件明显改
善。”侯清国说，要进一步加快
农 村 电 网 建 设 ，2020 年 至
2022 年再安排农网投资 500
亿元以上，实施新一轮农网升
级改造，全力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让百姓共享发展成果。

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团审议和视察指导河南重要讲话精神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对乡村振兴进行了全面部
署，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
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武器。”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农业大学
教授范国强说。

范国强表示，加大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为农业生产和农
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农
村地区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
行，不仅能带动经济增长，还能
改善农民生活、增加农民收入。

“近些年，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推进，日益完善。但是，

农村和城市的基础设施，无论是
质、还是量上仍存在不小的差
距。”范国强说，加强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势在必行，要继续把基础
设施建设重点放在农村，促进城
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范国强认为，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必须从大局出发，根据
农村生产生活情况和本区域
经济发展规律来安排，争取各
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做到布
局合理、规模合理、功能齐全、
技术进步、经济效益最大化。
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基础设施
水平，满足经济发展的基本需
要，还能够避免基础设施资源
的浪费。

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
这一指示精神，是接地气办实
事的好政策，也为扶贫一线工
作者指明了奋斗方向。”省交通
运输厅驻濮阳县郎中乡马白邱
村第一书记罗斌杰说，马白邱
村已实施“美丽乡村”建设项
目，村中白墙灰瓦交相辉映，修
通了贯穿其他 6 个村的主街
道。不少在外务工返乡过年的
村民感觉很惊喜，表示家乡都
有点认不出来了。

“总书记提到的交通运输、
农村饮水几个工作重点，事关
群众切身利益，也是农村建设
的难点。”罗斌杰说，我们将做

好村级规划，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持续提升村容村貌，让文明
生活入百姓心，让大家看到美
好生活的前景和希望。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我
们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我们要坚持
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做
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推动
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
步、农民全面发展。”西峡县委
书记、县长周华锋说，要在改
善农村基础设施上下功夫，重
点要加强农村道路硬化、文化
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着力补
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坚
持不懈推进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让广大群众在乡村振
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③9

让文明生活入百姓心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势在必行，要继续
把基础设施建设重点
放在农村，促进城乡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我们将做好村级规划，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持
续提升村容村貌，让文
明生活入百姓心，让大
家看到美好生活的前
景和希望。”

□本报记者 宋敏

3月 11日上午，省交通运输厅召开
厅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内涵
丰富，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倍增干
劲。尤其‘补齐农村基础设施这个短
板’，为进一步做好交通运输工作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劲
动力。”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兴彬说。

高速公路是骨干路网，带动作用强，
经济、社会效益显著。今年，我省将实施
高速公路“双千工程”（投资 1144亿元、
新开工建设1059公里高速公路）。“列入
高速公路‘双千工程’的 15个新建项目，
主要分布在伏牛山、大别山、太行山等边
远地区，涉及卢氏、淅川、嵩县 3个深度
贫困县和23个贫困县，服务49个产业集
聚区。”刘兴彬介绍，通过这些项目的实
施，可改善当地尤其是贫困地区的交通
状况，加快其脱贫致富进程，为促进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创造有利条件、奠定坚实基础。

“总书记在会上明确，补齐农村基础
设施短板的重点包括农村交通运输等。

‘要致富、先修路’，农村公路是农村地区
加快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刘兴彬说，近
年来，我省持续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2014年以来累计建设农村公路 5.3万公
里。截至2018年年底，全省农村公路总
里程达23.1万公里，位列全国第四。

据了解，省委省政府已将“进一步改
善农村出行条件”列为2019年民生实事
之一，要实施“百县通村入组”工程，新建
和改扩建农村公路5000公里，有效提升
农村公路建设、管理、维护和运营水平；
实施“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2019年年
底前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客车率达到
100%。

“‘交通先行，一通百通’，我们要把
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交通运
输实际深度结合，真正做到学深悟透、入
脑入心，激发干事创业的干劲。”刘兴彬
说，要落实好总书记提出的“先规划后建
设”重要指示，在实施过程中，坚持规划
引领、示范带动，统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任务目标，努力在新起点上推动我省
交通运输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③4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郭兵

“总书记为我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具体要求，河南是农
业大省和人口大省，做好‘三农’工作，对
河南具有重要意义。”3月 11日，全国政
协委员、周口市副市长张广东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周口作为全省重要的人口大市、粮
食和农业生产大市，实施好乡村振兴战
略，加快农业农村发展，有利于持续巩固
粮食生产这张王牌，有利于推进农业由
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有利于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这是周口实现由农业大市
到现代农业强市转变的难得机遇。”张广
东说。

“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促
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推进形成城乡
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举措。”张广东说，
近年来，周口市以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为重点，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支
持力度。

周口市对所有贫困村已全部实施了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2018年投资 3.7 亿

元，着力解决了 328个非贫困村 85万人
的安全饮水问题，实现了“村村通”自来
水；扎实推进贫困地区“五个一”标准化
建设，沈丘、商水、西华、淮阳、扶沟、郸
城等县都拥有 1所综合医院、中医院和
妇幼保健院，每个乡镇都有 1所乡镇卫
生院，每个行政村都拥有或在建 1所标
准化村卫生室；积极实施“全面改薄”，
2018年，全市投入资金 3.9亿元为 1122
所学校实施“全面改薄”项目任务；打造

“一年四季景不同”的乡村景观效果，对
全市所有村庄进行高标准绿化美化，全
市村庄绿化覆盖率达到 35.4%；扶贫队
员充分发挥服务脱贫攻坚“尖兵”作用，
2018年，全市共新修机井 1.85 万眼，安
装路灯 6.85万盏，修缮桥梁 1685座，为
贫困村脱贫致富奔小康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张广东介绍，下一步，周口市把“进
村、入户、到田”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的标准要求，进一步完善农村交通运
输、农田水利、农村饮水、乡村物流、宽
带网络等基础设施，逐步建立全域覆
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服
务网络。③4

向现代农业强市转变
——访全国政协委员、周口市副市长张广东

□本报记者 李点

一个地处豫皖两省交界、有 3000
多人的国家级贫困村，经过 6年奋力攻
坚，人均收入从 2012年的不足 2700元
到现在的 14380元，李寨村彻底甩掉穷
帽子，由贫困村蝶变为全国美丽乡村建
设试点村、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保障
基础示范村，致富奔小康的路越走越宽。

3月 11日，全国人大代表、沈丘县
冯营乡李寨村党支部书记李士强说，现
在村里实现土地全流转，完善了基础设
施，村民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钱赚，老弱
病残村集体兜底保障。

李寨村为啥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党的政策好，干部群众干劲足，父老乡
亲需要啥、期盼啥，我们就干啥，幸福生
活是奋斗出来的。”李士强坚定地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补齐农村基
础设施这个短板。近年来，李寨村加大

村里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脱
贫兴业发展到哪，基础设施就建设到
哪；村民生活最需要什么，就集中力量
先完善什么。现在水利设施完善了，种
地不再靠天吃饭；电商物流配套了，农
产品销售走到线上；村内通了水泥路、
亮起了路灯，家家用上自来水、户户通
了天然气，五保老人住进了敬老院，村
广场、河道景观、采摘长廊成了村民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

为了让乡亲们过上城里人羡慕的
生活，李寨村从生产、生活、休闲、文化
等方面进行了总体规划，已启动总投资
3.6亿元的美丽新农村社区建设。

“我们将继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早日把李寨建设成为一个绿树成
荫、鸟语花香，看得见田园风光、留得住
绵绵乡愁，城里人争相前来采摘体验、
领略古寨风韵的小康村。”李士强信心
满满地说。③9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刘景澎 陆曦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补齐农村
基础设施这个短板，这在睢县周堂镇乔寨村
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都说，总书记
一语点出了农村发展的关键，让他们坚定了
推进乡村振兴的努力方向。

3月 11 日，记者走进乔寨村，和睢县
审计局驻该村第一书记齐素静一起沿着村
道边走边聊。

在村南端文化活动广场，齐素静停下
脚步说：“俺村这几年有三大变化。第一变
主要是通过基础设施改造，解决了群众‘生
活难、生产难’问题。”

“原来一到雨雪天，村里的群众得排着
队踩泥蹚水背孩子上下学。2016年，我们
新修大小道路5公里，彻底解决了村民‘上
学难、出行难’问题。”齐素静说。

路过村民田家亮家时，他刚从地里浇
麦回来。问起生产情况，70岁的田家亮很
激动：“我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原来浇
地得把 700多米的电线扯到机井上，还得
下泵拔泵，回回都得请两个棒劳力帮忙。
现在好了，到机井房一刷卡水就出来了。”

2016年，乔寨村得到国家“新增千亿
斤粮食田间工程项目”支持，村民再无“浇
地难”。

“这第二变主要是在‘摘穷帽、美环境’
上努力。”齐素静介绍，通过建设加工门窗的
扶贫车间等渠道，2018年全村118户贫困户
实现稳定脱贫。在县、镇两级的支持下，村
里实施了下水道建设、污水管网改造、污水
处理站建设工程，利用村集体收入设置环卫
公益岗，实现了村容村貌的全面改观。

来到村民赵忠良家的民宿，迎面碰到
来村里落实乡村旅游产业项目的周堂镇党
委书记刘克伟。“这第三变还是请刘书记来
介绍吧！”齐素静说。

“总书记的讲话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摊开村庄规划图，刘克伟说：“遵循先规划
后建设的原则，我们通盘考虑土地利用、产
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和历史文
化传承，邀请各界人士研讨论证，以乔寨龙
山文化遗址为依托，确立了以乡村旅游推
动乔寨村实现‘村子强、村民富’的规划。
这就是乔寨村的第三变。”

眼下乔寨村已被列入全国乡村旅游扶
贫重点村，村街、观光采摘区等建设初具雏
形……伴随着刘克伟的介绍，记者仿佛看
到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
画卷正在乔寨村徐徐展开。③9

乡亲需要啥，我们就干啥
——访全国人大代表、沈丘县冯营乡李寨村党支部书记李士强

乔寨村“三变”

□本报记者 宋敏 李凤虎 张向阳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补齐农村基础设施这个短

板。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驻豫全国人大代表、住豫全国政协委员和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

纷表示，将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情、旺盛的干劲，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文字整理/王斌 图片合成/党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