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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季“开门红”·数字看“六稳”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今年我省
“四水同治”要干哪些工作？4月 24
日，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省政府办
公厅日前印发河南省“四水同治”
2019 年度工作方案，方案明确了我
省今年要做的 12项重点任务，对编
制“四水同治”规划、开展国家节水行
动、推进十大水利工程建设等工作进
行了安排，并选定 10条河流作为流
域生态系统建设试点。

方案提出，加快“四水同治”规划
体系编制，编制完成 1个总体规划和
10 个专项规划；全面开展国家节水
行动，今年要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200 万亩，完成 1000 万亩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任务。继续加快实施 10项
重大水利工程。

方案要求，扎实推进水生态、水环
境治理，推进淮河、卫河、贾鲁河、老灌
河、汝河、湛河、颍河、惠济河、蟒河、马
颊河流域生态系统建设试点。同时，
还要充分发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综合
效益，全面提升引黄供配水能力。

水生态环境方面，关键是要打通
水系。本年度工作方案提出，有序推
进生态水系及连通工程建设，实施安
阳市引岳入安二期、沁阳市河口村供
水、新安县引故入新等水资源配置工
程，进一步提升区域水资源配置能
力。推进开封市水系一期改造提升、
周口市沙颍河生态改造、新郑市生态
水系综合治理、郏县城区生态水系、
武陟县城区水系改造提升等一批水
系连通工程，进一步提升河道防洪除
涝能力，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

在加强水灾害防治方面，今年将
基本建成出山店水库，完成前坪水库
主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淮河流域蓄
滞洪区、海河流域蓄滞洪区安全建
设，完成河南省南水北调中线防洪影
响处理工程和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试
点工程。

强化乡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优先在已经划定的粮食生产功能区
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完成 500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③9

本报讯（记者 李点）4 月 22日，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河南省宗教事务
条例》修订工作推进协调会，就条例
修订工作征求省直各相关部门意见
建议，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徐济超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修订《河南省宗教事
务条例》是适应宗教工作新形势的迫
切需要，是提高我省宗教工作法治化
水平的必然要求。要进一步提升政
治站位，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
方针，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

署，坚持宗教事务法律制度的基本原
则，遵循立法工作规律，注重提高修
订质量。省人大常委会要充分发挥
在地方立法工作方面的专业特点和
优势，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
合，充分调查研究和广泛听取意见，
为高质量完成条例修订工作、推动我
省宗教法治工作作出贡献。

省委统战部、省政府办公厅、省
民宗委、省司法厅等参会单位围绕
条例修订工作方案进行了交流讨
论。③6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4 月 24
日，2019 中国（河南）—立陶宛经贸
洽谈会“立陶宛欢迎您”推介会在郑
州举行。副省长徐光会见立陶宛交
通与通信部副部长里卡多斯·德古迪
斯及立陶宛驻华大使伊娜·玛邱罗尼
塔一行，并出席推介会。

徐光对里卡多斯·德古迪斯一行
到来表示欢迎，对推介会举行表示祝
贺。他说，多年来，立陶宛是中国在
波罗的海地区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

也是立陶宛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
伴。河南与立陶宛联系密切，双方在
交通、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
取得丰富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
深了解、增进互信，通过共同努力和
真诚合作，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开
创共同发展繁荣的新局面。

里卡多斯·德古迪斯认为双方合作
潜力巨大。他希望未来双方在人文、旅
游、商贸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也希望
更多河南企业到立陶宛投资兴业。③9

□本报评论员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

强 。 伴 随 着 中 原 更 加 出 彩 的 铿 锵 步

伐，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代表

大会在郑州隆重召开。这是我省科技

界的一件盛事。在此，我们向全省广

大科技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向

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代表大会

的隆重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省科协八次代表大会以来，全省

各 级 科 协 组 织 坚 持 围 绕 中 心 服 务 大

局，坚持“拓展提升”工作主题和“建载

体、搭平台、创新体制机制”工作思路，

坚持以改革创新为主线，统筹推进人

才、学会、科普、智库等工作，不断加强

自身建设，团结带领全省科技工作者

进军创新发展主战场，各项工作实现

了新突破、迈上了新台阶、开创了新局

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中原更加

出彩作出了积极贡献。科协组织勇担

使命、强化引领，积极凝聚发展正能

量，投身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高地建

设；决策咨询、献计献策，以科技智库

凝聚智慧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学

术交流、人才举荐，成为全省广大科技

工作者的温暖之家；创新机制、搭建平

台，加快我省产业链、创新链、政策链

的高效融合；普惠共享、科普入户，筑

牢创新型河南建设的全民科学素质基

础；夯实基础、深化改革，开放枢纽平

台建设呈现新局面。

纵观当今世界，科技浪潮风起云

涌，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

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

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经济结构。习

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两院院士大会上

强调，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

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

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这为我们在前沿

领域乘势而上、奋勇争先，在更高层次、

更大范围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指

明了方向。当前，我省正处于经济转型

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对我省经济社会

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应对发展环境

变化、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是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社会

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是

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保持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做

好科技创新工作，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投

身新时代，勇担新职责，牢记新使命，准

确把握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对科协组织

和科技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实现“河

南制造”向“河南创造”转变，瞄准世界

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为谱写

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提供有力

的科技支撑和创新引领。各级党委政

府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

导，善于把握各方面创新要素，关心关

爱科技人才，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和保障

力度，为推进科技创新创造良好条件。

各级科协组织要坚持为科技工作者服

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

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

务，着力打造有影响、有实效的科协工作

品牌，实现科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

进者胜。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坚信，

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中国科

协的精心指导下，我省各级科协组织

一定能够组织带领全省科技工作者，

珍惜历史机遇，担当新时代重任，在推

动科技创新、增创发展新优势、引领河

南高质量发展上再立新功，努力开创

新时代全省科协工作新局面，为中原

更加出彩作出新贡献！2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4月23日，
记者从郑州海关获悉，今年一季度，我
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218.9亿元，占比超过河南省进出口总
值的两成多。其中，3 月份进出口
78.3亿元，同比增长32.5%，环比增长
38.9%，外贸形势回暖向好明显。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我省
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出口不断增长，已连续 3个月成为最
大进出口主体。一季度，我省民营企
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110.1亿元，增长26%，快于总体增速
24.3个百分点，占比超过一半。

从贸易伙伴来看，一季度，我省
对东盟进出口 112.9 亿元，占比超过
一半，其中越南为最大贸易伙伴；对

阿联酋进出口增长三成以上；对沙特
阿拉伯进出口增长1.3倍。

2013年以来，我省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值年均增长超10%。
其中，2016年以来，年度增速持续保持
在两位数，年度贸易额接连突破 800
亿元、900亿元、1000亿元大关。

据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期欧洲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
注度也持续提升。3月 23日，意大利
与我国签署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谅解备忘录，成为首个签署该协议
的G7国家；3月 27日，卢森堡与我国
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中
东欧 16国和希腊也已先后与我国签
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将为
我省外贸发展带来利好。③5

□本报记者 栾姗

稳预期就是稳信心，稳信心就是
稳前景。

一季度，河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交出稳中有
进的经济新答卷：初步核算，一季度全
省生产总值 11639.05 亿元，同比增长
7.9%，比去年全年高0.3个百分点，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1.5个百分点，不仅实现
首季“开门红”，更提振了发展信心。

这份信心在盛产“中国第一麦”的
延津县，绿油油的麦田里，优质强筋小
麦正起身拔节，苗情、墒情好于上年；

这份信心在国家老工业基地洛
阳，即便是深夜时分，中信重工、中国
一拖的生产车间依然机声隆隆，工人
们加班赶制国际市场订单；

这份信心在“新一线”城市郑州，
“风”起“云”涌的智慧岛上，数字经济
蓬勃发展，不少“北漂”或“南飞”的豫
籍人才回归，投身这座建设中的国家
中心城市。

“我们对发展前景信心十足。”这
是在河南工作和生活的人们的心声。

以“稳”来保持“进”

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产量占全
国近1/10；河南是人口大省，人口数量
占全国近1/13。河南经济运行在合理
增长区间，对全国发展大局举足轻重。

打开首季起跑的河南经济成绩
单，“六稳”数字赋予我们坚定的信心：

“30.7%”——稳就业，群众端牢
“饭碗”。

城镇新增就业形势好于上年，完成
“新增城镇就业100万人以上”年度任务
的30.7%，让百姓荷包更鼓、日子更甜。

“9.3%”——稳外贸，“河南造”走
出去。

剔除富士康因素，全省进出口增
长9.3%，其中汽车、发制品、服装、陶瓷
等商品出口势头强劲。

“30.8%”——稳投资，扎稳“定海
神针”。

“一网通办”下的“最多跑一次”改
革，加快了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完成年
度投资目标的30.8%。

“517.2亿元”——稳金融，“输血”
实体经济。

小微企业贷款新增517.2亿元，同比
多增299.2亿元，一池金融活水浇灌实体
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有所缓解。

“5.6%”——稳外资，打造投资热
土。

实际吸收外资 35.7 亿美元，同比
增长 5.6%，农业、资源开发、加工制造
等领域国际合作项目频繁。

“7.9%”——稳预期，经济前景光
明。

“正向预期”持续释放，经济同比增
长 7.9%，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加
快，在全国位次前移，实现良好开局。

起跑引领后程，开局推动全局。
一季度河南经济企稳信号明显，为完
成全年“生产总值增长7%~7.5%”的目
标打下良好基础。

以“进”来推动“好”

河南是经济大省，经济总量连续

多年稳居全国前五位，中西部首位。
在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外形
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一季度主要经
济指标好于去年、好于预期，说明国家
宏观政策、结构优化升级、改革开放创
新等诸多利好因素在河南汇聚并产生
巨大推动作用，经济发展“好”的势头
正在显现。

数字，诠释着河南经济发展的巨
大潜力，也支撑着对河南经济发展的
强大信心：

“70亿元”——减税降费，增强经
济“原动力”。

河南算好财政收入的细账，更算
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账，减税降费“红
包”一波接着一波，一季度累计为市场
主体减负 70亿元以上。政府“放水养
鱼”，企业节约下来的资金被用到科技
创新上，积攒更多发展动力。

“7819”——释放内需，激活经济
“主引擎”。

河南加快实施“7819”扩大有效投
资行动和重点项目建设，稳定省内有效
需求，有力支撑经济平稳运行。郑州南
站项目标段，郑万高铁正线桥梁下部结
构施工全部完成，为河南段联调联试奠
定基础，“早上郑州喝胡辣汤、中午重庆
涮火锅”的生活渐行渐近……

“9.0%”——工业强健，筑牢经济
“压舱石”。

河南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0%，高于全国2.5
个百分点，稳住国民经济的财富之
源。5G、人工智能等 10 个新兴产业

“育种墩苗”，钢铁、煤炭等传统产业
“老树新枝”，“新兴超传统”的工业格
局正在加快形成。

首季“开门红”，需要珍惜，更需要
乘势而上。高质量发展的大道上，河
南正奋力前行。③5

今年“四水同治”治点啥？

我省划定12项重点任务

推动我省宗教法治工作高质量发展

“立陶宛欢迎您”推介会在郑举行

一季度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218.9亿元

民营企业占比过半

科技创新让中原更加出彩

一季度我省经济同比增长7.9%，好于预期发展目标——

“我们对发展前景信心十足”

4月 24日，许昌古槐街小学的学生们在校园内采摘樱桃。近日，该校园内的20多棵樱桃树上挂满了果实，学生
们将樱桃采摘下来，送到该市一家养老院，和老人们一起分享。⑨6 牛书培 摄

4月 24日，邓州市在古城广场开展第 31个爱国卫生月宣传活动，通过
设置义诊台、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市民普及慢性病防控等文明健康知
识。⑨6 潘飞 摄

分享硕果

河南经济“六稳”成绩单

稳就业 30.7%
完成“新增城镇就业 100万人以上”年度任

务的30.7%

稳外贸 9.3%

稳投资 30.8%

剔除富士康因素，全省进出口增长9.3%

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完成年度投资目标

的30.8%

稳金融 517.2亿元
小微企业贷款新增 517.2 亿元，同比多增

299.2亿元

稳外资 5.6%

稳预期 7.9%

实际吸收外资35.7亿美元，同比增长5.6%

“正向预期”持续释放，经济同比增长7.9%

制图/单莉伟

（上接第一版）主动出谋划策、建言献
策，及时研究解决问题，做到精准发
力、持续发力、形成合力。要强化作
风转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全面
从严治党要求贯彻脱贫攻坚全过程，
坚决整治脱贫攻坚中存在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加大督导问责力

度，确保扶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
实、脱贫结果真实。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了 我 省 2018
年 33 个 贫 困 县 退 出 评 估 检 查 结
果 ，原 则 通 过 了 2019 年 各 省 辖
市 、责 任 单 位 脱 贫 攻 坚 责 任 目
标。③5

强化政治责任 强化工作落实 强化作风转变
高质量完成今年脱贫攻坚工作目标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