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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乡村振兴，
必须改善人居环
境，把基础设施
建设好，这才是
群众想要的好日
子。

河南累计完成
出口业务单量
333.5 万单，同
比增长72.2%

72.2%
本报讯（记者 栾姗）3月 18

日，记者从河南电子口岸有限公
司获悉，今年前两个月，中国（河
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办理跨
境电商零售进出口业务 1515.7
万单、货值 22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 29.7%、29.4%，综合指标位居
全国跨境电商综试区前列。

今年前两个月正值元旦、春
节等节日，河南消费者对进口商
品需求旺盛，主要涉及保健品、奶
粉等居民自用消费品，来源以韩
国、日本、美国等国家为主，累计
完成进口业务单量1182.2万单、货值17.3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21.3%、10.9%。国外消费者对河南的出口商品同样需求
旺盛，主要涉及服装鞋帽、儿童玩具、手机电脑等居民自用消
费品，销往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累计完成出口业务单量
333.5万单、货值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2.2%、240.9%。

为确保电商物品通关顺畅，河南“单一窗口”在中部省
份率先上线货物申报、企业资质办理、许可证申领、税费支
付等功能，将货物申报数据由229项精简至105项，通过线
上的“一次申报”，推动线下的“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通关
时间最快可从3天缩短至2小时。③5

本报讯（记者 樊霞）河南省统计局 3
月 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 2月，全省工
业生产加快，新产业新产品较快增长；投资
增长平稳，工业技改投资高速增长，房地产
开发投资增速回升，物价温和上涨。

“今年前两个月，我省主要经济指标平
稳增长，经济结构继续优化，质量效益持续
提升，经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发展态势，实现良好开局。”省统计局新闻
发言人朱启明说。

从工业生产来看，前两个月，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增速比去年全
年提高1.6个百分点。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10.1%，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
业1.3个百分点。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14.3倍，锂离子电池同比增长80.1%，生物基
化学纤维同比增长20.6%。

从投资来看，1至2月，全省固定资产投
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8.2%。其中，民间投
资同比增长 3.1%，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7.3%。从消费来看，市场销售增速平稳，
升级类商品消费较快增长。1至 2月，全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888.6亿元，同比增
长 10.3%，增速与去年全年持平。升级类
商品消费增长较快，1至 2月，限额以上单
位 书 报 杂 志 类 商 品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64.5%、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类同比增长
23.9%、文化办公用品类同比增长 18.3%，
分别高于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速
56.2个、15.6个、10.0个百分点。③5

前两个月全省经济开局良好

今年前两个月办理跨境电商零售
进出口业务1515.7万单、货值2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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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指标位居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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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可
本报通讯员 宋跃伟 王晓慧

古时，每年春耕时节，农夫在颍水河
畔耕田种地，扬鞭驱犊，人畜影像倒映于
水中，好像一幅春耕图。由此，“颍水春
耕”成为登封八景之一。

3 月 19 日，记者走进颍水河畔的登
封市石道乡李窑村，只见清澈的河水、旋
转的水车、绿油油的竹林、干净整洁的道
路……在离村部不远的蔬菜大棚内，五六
位村民正在侍弄蜜瓜苗，为新时代的新生
活而忙碌着。好一幅新“颍水春耕”图。

李窑村自然风光优美，颍河、郭沟河、
龙潭沟水库在村内汇聚，村庄南部天然林
地形成森林氧吧，众多人文历史遗迹及反
映村庄历史的窑洞都保存完好。

“李窑村是河南省首批美丽宜居乡村
建设试点。我们对村庄进行了整体规划，
并利用市、乡、企业三方资金，对李窑村公
共服务设施、河道水系、户容户貌等进行
整治提升。”李窑村党支部书记李文敏介
绍，通过完善村庄基础设施，现在的李窑
村不仅是河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也是

河南省省级生态村、河南省首批美丽宜居
村庄、郑州市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

“我们不仅要让村子变美，还要让村
民走上小康之路。”李文敏告诉记者，目前
李窑村的土地已全部流转，大力发展特色
种植。驻村工作队连续两年共投资 90万
元帮助村里建设普通蔬菜大棚 10个、温
室大棚3个，种植黄桃300亩，并提供免费
蔬菜种苗及种植技术培训，在增加农民收
入的同时，也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

在大棚里打工的村民李金书说：“俺
家里有一亩多地，流转后一年能收入
1000多块钱，来这里打工每天能挣 70块
钱工资，到年底还有分红。现在的日子可
美着呢！”

李文敏也劲头十足：“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要树牢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生产、生
活、生态协调发展。这为我们建设美丽乡
村、发展产业扶贫指明了方向和奋斗目
标。我们要带领村民撸起袖子加油干，在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追梦路上努力奔跑。”

李文敏介绍，李窑村还准备把村里的
窑洞充分利用起来，按照农旅双链驱动的
模式，大力发展乡村旅游。③8

本报讯（记者 樊霞）3月 19日，记者从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2019年《河南经济蓝
皮书》出版暨河南经济形势分析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2019年我省宏观经济预计仍将
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继续
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经济发展的稳
定性、协调性、包容性、可持续性显著增强，
全省经济在量的稳定增长中实现质的大幅
提升，为转向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省统计局副局长赵德友说。

2019年《河南经济蓝皮书》显示，推动
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来自于五
个方面：供需结构更加匹配；重要领域和关
键环节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生产效率
不断提升，节能降耗取得积极进展；收入分
配制度不断完善，效率与公平兼顾；经济循
环渠道更加通畅。

赵德友分析认为，近年来我省供给规
模稳定扩大，发展的稳定性显著增强，GDP
增速年度之间回落的幅度总体呈收窄态
势，由 2008年的 2.6 个百分点逐渐缩小到
2018年的0.2个百分点。

同时，供给结构持续优化，第三产业
“领跑”全省经济增长；供给体系质量得到
提升；消费水平逐步升级等共同发力，使全
省供需结构更加匹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消费水平升级
方面，全省消费品市场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态势，2015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
贡 献 率 超 过 50%，2017 年 达 59.8%，比
2012年提高 10.7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由投
资拉动向投资、消费和出口协同拉动转

变。2015 年至 2018 年，全省网上零售额
年均增长 41.5%，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30.0个百分点。共享经济广泛渗透，跨
境电商、智能家庭、在线医疗等新服务和消
费模式逐步深入发展。

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体现在科技创新能
力稳步提升和人力资本不断积累、节能降
耗成效显著。2019 年《河南经济蓝皮书》
显示，2017 年，全省 R&D（研究与试验发
展）经费投入是 2012年的 1.87倍，占 GDP
比重1.31%，比2012年提高0.26个百分点；
随着企业家和知识型技能型劳动者数量和
素质不断提升，全省劳动生产率较快提高，
2017年全员劳动生产率66037元/人·年，是
2012 年的 1.39 倍，人力资本不断积累；由
于企业持续加大产品节能改造和技术装备
升级力度，降低主要耗能产品单位能耗，全
省能源利用效率整体提升，2017年全省单
位GDP能耗同比下降7.9%。

经济的循环由生产、流通、分配、消费
等主要环节组成。畅通经济循环，有利于
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有利于产品
质量提升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近
年来我省经济循环渠道更加通畅，主要体
现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加有效和房地产
市场发展更加稳定。

数据显示，2018 年年末，我省金融机
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分别
是 2012年年末的 2.0 倍、2.4 倍；社会融资
规模增量7793.6亿元，稳居中部地区首位，
占全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 4.0%。同时，
住建部门监测结果显示，全省商品住宅去
化周期总体保持稳定。③5

□本报记者 归欣 本报通讯员 袁永强

3月 18日下午，南阳市宛城区高庙镇
王良庄村，几台自走式打药车伸开 20米长
的“双翼”，在麦田里行走。“这家伙一来一
回能给4亩地打药，只要3分钟。”该村党支
部书记张永军向记者介绍。

今年 50 岁出头的张永军还有个身
份——照管全村 2200 亩耕地的“大田管
家”。2017 年，王良庄村与南阳市文景园
农业科技公司签订土地托管协议，由于威
信高、懂技术，又有农机设备，张永军被企
业聘为从种到收全程负责的“大田管家”。

“这比当支书压力还大。”张永军坦言，
他现在几乎每天都要往地里跑，“往大了
说，咱是给国家粮食安全出点力；往小了
说，咱要给企业和群众收益站好岗。”

根据协议，村民除了有保底的托管分
红外，还能获得增产分红和种粮补贴等，土
地产出越多，群众获益就越大。2018 年，
村民们获得托管分红 70万多元，加入托管
的23户贫困群众，全部实现了增收脱贫。

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跟土地打了

快 30年交道，张永军对此感触很深，“以前
全靠人干，现在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无
人机、联合收割机、自走式机器，咱都用上
了，种这2200亩地只需要七八个人。”

集中连片种地，让农技推广有了更多用
武之地。“我们跟南阳市农科院有合作，技术
人员定期来指导。”张永军带记者走进地里，
指着宽窄不一的麦垄说：“这是‘宽窄行’种
法，通风透气，大机械进地也不压苗；再看这
土，经过深翻，蓬松疏散宜水宜肥。”张永军
估算，今年每亩地能打1100斤小麦。

不仅产量提升，王良庄的小麦品质也
越来越优。今年全村的麦地里，一半是强
筋小麦，直供当地农业龙头想念面业；另一
半是高发酵小麦，已被贵州一家酒企预
订。这两种优质小麦每斤比市场价贵 0.2
元，最高的一批每斤能卖到1.6元。

“像老张这样的‘大田管家’，我们目前
聘请了 6个。”文景园农业科技公司负责人
景旭宁告诉记者。今年，该公司托管土地
近 5万亩，计划在村干部和致富带头人中
挖掘更多的“大田管家”，建立更积极的利
益联结机制，让村民、合作社、企业“三得
利”，助力乡村振兴。③5

□本报记者 杨凌 本报通讯员 王君杰 张效强

“真幸运，抽到了一号签，第一个选房选到九楼，可满
意！”3月 16日上午 10点，在中牟县狼城岗镇，黄河滩区居
民迁建工程东西狼社区安置房选房活动正在紧张地进行，
村民张伟激动地告诉记者。喜庆的气氛中，1500 多户
7000余名像张伟这样的村民将在新社区里安家落户。

为了做好黄河滩区居民搬迁工作，中牟县坚持安置区
建设与产业发展、转移就业同步推进，聘请中国城市建设研
究院等对新社区进行规划设计，所有迁建项目全部按照城
镇标准设计建设；聘请清华大学设计研究院编制沿黄产业
发展规划，促进群众转移就业，最终实现群众“搬得出、稳得
住、能发展、可致富”的目标。

为保证群众入住后的生活质量，狼城岗镇党委政府实
施了“两个率先”，即村“两委”率先进驻、物业公司率先运
行；“两个跟进”，即业主委员会成立跟进、社工组织及时跟
进，实现村“两委”、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社工组织四互
动，确保群众搬迁入住后的生活井然有序。

索克物业住宅事业部总经理翟炜桦说：“我们根据居民
的生活习惯，结合企业的管理服务理念，进行标准化管理，
日常采取 24小时值班制，目标是与业主联手打造一个温
馨、和谐、高标准、更规范、更宜居的新型社区。”

村民段玉合领到钥匙后，激动地带着记者四处看了看，
“你看，有电梯、有绿化、有路灯，地下一层是汽车车库、二层
是电动车车库，院里还有集中充电车棚，小区里安装有监控
探头，门口有门卫，还有这么宽的楼间距，光照充足，一点也
不比城里的小区差！”

“这是滩区群众第一次选房，看到群众开心我们心里也
高兴。今后镇党委政府要在群众生活质量提升和发展致富
上做文章，让群众的生活多姿多彩。”狼城岗镇党委书记白
钢林说。③9

2019年《河南经济蓝皮书》出炉，数据显示

我省经济发展“量质”齐升

新闻1+1

新“颍水春耕”美了村庄富了村民 “大田管家”推动藏粮于技

“迁入”幸福新生活

关注移民搬迁

◀3月 18日，游客在光山县仙居乡独山村万亩油菜地里拍照、游玩。据统计，油菜花盛
开时，这里每天吸引游客超过3500人次，有效带动了当地休闲农业游、农家乐和农副产品销
售等多项经营收入增长。⑨6 谢万柏 摄

▲3月19日，游人在尉氏县门楼任乡沙沃村杏花林美景中开心地跳起来。该村大力发展
特色农业，种植杏、桃 1000余亩，带动周边村庄大力发展杂果业，加快乡村振兴步伐。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子耀 本报通讯员 徐冉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3 月 18
日，信阳市平桥区长台关乡母子河村村民严兆桂哼着小曲
儿，搬着小板凳，准备到村里新建的文化广场上晒晒太阳。

“我们现在的生活变化那真是太大了。”他笑着对记者说。
顺着整洁的水泥路，一幢幢豫南风情浓郁的移民安置新

房连成一片，道路两旁村民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说笑，
上学的孩子们背着五颜六色的小书包，在街上追逐嬉戏。

母子河村从平昌关镇搬迁而来。2017年，为了保障国
家重点工程出山店水库的建设，村民离开故土搬到这里，开
启了新生活。

“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改善
人居环境，把基础设施建设好，
这才是群众想要的好日子。”母
子河村委会主任杜守军感慨地
说，为了进一步打造环境优美、
村容整洁的美丽乡村，去年下
半年，小区为每位住户新修建
了院墙，墙内是村民精心种植
的花花草草，墙外是村内统一
规划栽种的茶树。

“从庭院改造到新修的村民
文化广场，村里的变化翻天覆
地。”严兆桂告诉记者，“有了文
化广场以后，我们每天都来跳一
会儿广场舞，晚上6点到8点这里热闹着呢！”

杜守军告诉记者，母子河村在近万平方米的基础设
施规划用地中，将公益性养老放在突出位置考虑，新规划
的村敬老院计划免费接纳村里 60岁以上鳏寡孤独及贫困
老人。除此之外，幼儿园、礼堂、扶贫车间等在规划中均
有体现。

“以后孩子上幼儿园不必再去两公里外了。等村里
的土地确权完成后，我们家还能分到两亩地，到时加入村
集体一起种百合，日子一定越过越甜！”村里的贫困户李
军信充满期待地说。今年，村集体打算流转 200亩地栽种
百合，村民除了可获得每亩 600元的流转费用外，年底还
可参与分红。

“我们要努力让村庄变得更美更宜居，让村民在绿色发
展中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杜守军信心满满地说，“一件事
接着一件事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争取让群众的‘幸福指数’
越来越高。”③4

“搬进”美好新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