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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6月 21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精神，研究
我省关于清查违建别墅、做好垃圾分
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等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
国生主持会议，省长陈润儿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全国违建别墅问题清查
整治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指
出全面开展违建别墅清查整治行动是
重大政治任务。要提升政治站位，切
实履行主体责任，摸清问题底数，细化

政策措施，依法依规推进，确保如期整
改到位。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垃
圾分类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普
遍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是贯彻绿
色发展理念的大事，是关系人民群众
生活的大事。要把加强科学管理放在
首位，把形成长效机制作为保障，把推
动习惯养成作为关键，做好试点带动，
切实把垃圾分类工作抓牢抓实。

会议指出，污染防治任务依然艰
巨繁重，要对标中央要求，突出工作重
点，统一思想、下定决心，担起责任、加

大力度，正确处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
展关系，强化治本措施，创新工作机
制，坚决完成中央环保督查整改任务，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会议强调，当前改革面临许多新
情况新问题，要提高深化改革的敏锐
性和紧迫感，在防范化解矛盾问题上
谋好招、出实招、用硬招。要把事关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改革事项放在突出
位置，积极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文化
市场、生态环保、交通运输、农业、市场
监管等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抓好改革
督察，强化增效问责，以改革破难题、

解新题、推动发展。
会议听取关于全国市县巡察工作

推进会主要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巡察工作的
重要论述，切实增强抓好市县巡察工
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要总结推广我省已有经验做法，
把省委巡视和市县巡察一体部署、一
并推动，明晰职责任务，细化深化措
施，持续跟踪问效。市县党委要履行
好主体责任，科学制定工作规划，抓好
工作落实，确保在一届任期内实现全
覆盖。③6

□本报记者 栾姗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1.71%，比
上年末提高 1.55 个百分点，城镇化率
增幅位居全国第一。”这是6月 14日发
布的《2018年河南人口发展报告》给出
的数据。

城镇化率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
重要标志，1.55 个百分点的增幅折射
出什么？

这个数据，折射出河南城镇化率
从 2017年首次超过 50%、实现城乡结
构的历史性变化后，持续后发赶超“跑
得快”，与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
距进一步缩小到 7.87 个百分点。同
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2.89%，增长
1.59 个百分点，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充分说明我省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
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为核
心推进新型城镇化取得积极成效。

当前，河南仍处于城镇化加速推

进的发展阶段，这个“增幅第一”，着实
提振精气神。

“量”向“质”升级——
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待遇”

让进城落户的农民充分享受均等
的公共服务，实现“进得来、留得住、过
得好”，对于有着1.09亿人口的河南来
说，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同许多农村 90后一样，内乡县的
刘欣欣从上学起就一直在外，用她的
话说，“早已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和节
奏”。渴望定居城市，成为在郑务工父
母口中的“城市人”，是她的梦想。

梦想的实现，离不开相关政策的
配套落实。

农民进城，基础在户籍，关键在社
保，根本在就业。为此，河南不仅要让
进城农民完成身份的转变，更要实现
他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让他们成为真
正意义上的“市民”。这需要拿出一套
高质量的“农民进城”方案。

河南以“三个一批人”为重点，促
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农民“进得
来”；强化“一基本两牵动三保障”，实
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让农民

“留得住”；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
住人口全覆盖，使进城农民能够融入
城市，让农民“过得好”。

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和保障
下，我省城镇化率“一步一个台阶”稳步
提升：2016年城镇化率在全国的位次上
升2位，由第27位上升到第25位；2017
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50%，达
到50.16%，实现了河南由农业人口大省
向新型城镇化人口大省的华丽转身；

2018年城镇化率增幅跃居全国第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魏后凯说，近年来，河南城镇
化率接连上“三个台阶”，直至“增幅”领
跑全国，说到底就是解决好了人的问题，
这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农民进城
为的就是享受同城里人一样的“待遇”。

“城”与“乡”融合——
不以农村衰落为代价

河南51.71%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低于全国 7.87 个百分点，是由于人口
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省情造成
的。基于这种现状，如何走出一条具
有中国特色、符合河南实际的新型城
镇化道路？

抓住城镇体系上下两头，统筹实
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
略，让都市圈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相
得益彰，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下转第六版）

本报讯（记者 冯芸）为支持河南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加快推进粮食产
业高质量发展，6月22日上午，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省政府在郑州共同
组织召开河南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专
家论证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
组书记、局长张务锋，省委副书记喻红
秋，副省长武国定等出席论证会。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省政
府于今年 3 月成立联合调研组，分
赴郑州、商丘、信阳等 14 个省辖市

开展深入调查研究，形成《关于坚决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加快推进河南粮
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报告》。报告
深刻把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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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时关于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抓好“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延伸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等
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
紧扣河南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
的实际情况，（下转第二版）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清查违建别墅、做好垃圾分类等工作

新华社北京6月 2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3日宣布：应日本国首相安倍晋三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 27日至
29日赴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

应日本首相邀请，6月27日至29日

习近平将赴大阪出席Ｇ20峰会

1.55个百分点折射出什么？
——透视2018年河南城镇化率增幅全国第一

6月23日，以“生态中原 出彩河南”为主题的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河南日”活动在
世园会园区举行，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游览。⑨6

上图 河南园大门造型 本报记者 蔡迅翔 摄
左图 宝丰县的娄艳俊（右）在河南园内表演提线木偶戏《三英战吕布》新华社发

河南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论证会在郑召开
张务锋喻红秋等出席

51.71
%

2018年河南常
住人口城镇化
率为 51.71%，
比上年末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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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

2035年基本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
04│时事

本报讯（记者 栾姗）6 月 22日，
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联合下
发了《关于做好 2019 年河南省降成
本重点工作的通知》，从税费、融资、
用能、用地、物流、支持企业内部挖潜
等6个方面入手，提出30条降成本政
策措施。

在减税降费方面，我省对面临暂
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
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标
准可按 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
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或按 6个
月企业及其职工应缴社会保险费

50%的标准确定等。
在降低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

资成本方面，我省将普惠金融定向降
准小型和微型企业贷款考核标准由

“单户授信小于 500万元”调整为“单
户授信小于1000万元”等。

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方面，我省
落实国家部署，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
再降低10%等。

在降低企业用地成本方面，我省
根据情况，可以下调工业用地出让竞
买保证金和合同履约保证金，合理确
定工业用地出让金缴纳期限等。

（下转第二版）

我省出台30条措施降成本
累计可为企业减负约894亿元

北京世园会迎来“河南日”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6 月 21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通
报精神，强调要以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具体行动
上，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决破除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党中央的决策
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省委书记王
国生主持会议，省长陈润儿出席会议。

省委常委一致认为，中央通报的下
发，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加强政治建设、
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坚定决心，体
现了鲜明的政治导向和工作导向。我
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汲取教训，举
一反三、引以为戒，从讲政治的高度来
认真审视，从思想根源上破解，深化集
中整治，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要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对照党章党规，对照初心
使命，紧密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
深刻检视、认真查摆自身，坚决抓好整
改落实。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根本任务，
学深悟透、真信笃行，增强贯彻落实的
自觉性、坚定性。要强化政治建设，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对党绝对忠诚，用
实际行动体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牢固
树立正确政绩观，树立正确的用人导
向，持续营造学的氛围、严的氛围、干的
氛围。要坚持典型带动，用好正反两方
面的典型，充分发挥教育和警示作用，
引导党员干部强化宗旨意识、站稳群众
立场，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改进
和创新联系群众的途径方法，切实解决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要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聚焦“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精准施策，脱真贫、真脱
贫，不弄虚作假、不搞花架子，确保脱贫
成果经得起检验。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和纪委（纪检组）要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为动力，充分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强化政治担
当，增强斗争精神，实施精准问责，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扎扎实实
的工作赢得党和人民信任。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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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可通过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http：//www.

heao.gov.cn）、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http：//www.heao.

com.cn）、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https：//

pzwb.heao.gov.cn）查询高考成绩。

●考生对成绩有疑问，可于6月27日 18：00前持本人

准考证到县（市、区）招办提交成绩复核申请。

明日零时可查高考成绩
省招办负责人就我省高考评卷等工作答记者问

更多内容详见07版

更多内容详见03│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