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远望

建于上世纪 90年代的郑州市金水

区化纤厂家属院，今年以来大变样：违建

拆了，车棚修了，天上的“蜘蛛

网”入地了。老住户直说：“变化

太大了，环境好了，心情也舒畅

了。”看到小区改造得这么好，一

些受不了原来小区脏乱差而搬

走的居民，又搬回来住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小区

居民搬走又搬回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

一座城市的“温度”。惠民答卷有厚度，

城市生活更有“温度”，老旧小区改造，是

百城建设提质的重要阶段性任务，是重

大民生工程、暖心工程，也是提升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抓手。让改

造后的小区既“好看”又“好住”，让更多

的城镇居民享受到现代化人居环境，不

仅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更是践行

“初心”“使命”的必然要求。

城市的“温度”需要以心换

心的付出。我省将用 3 年时间

全面完成 1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提质，涉及面广、工作量

大、关注度高，电梯加装、车位

改造、物业管理……桩桩件件

都不是容易的事。尊重群众意愿、倾听

各种诉求，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

享，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才能

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城市“温度”

惠及每一个小区、每一位市民。1

□本报记者 孙静

10月 21日上午，鲁山县的养殖户
高怀军打开手机上的“豫牧通”APP，
向当地畜牧部门提交了生猪出栏检验
检疫的申请；巩义市涉村镇大南沟村
的村民丁拴登录“益农社运营服务总
平台”网页，通过“专家在线”栏目向果
树专家咨询了一些石榴树护理的问
题，顺便通过“生活缴费”栏目帮邻居
张大妈交了电费。

如今，我省许多农村群众足不出
户就能办妥生产生活上的诸多事宜，
而无论是“豫牧通”APP还是益农社网
站，都离不开一家信息公司——农信
通集团的技术支撑。

总部位于北京的农信通集团，早
在 2002 年就将发展目光聚焦到了河
南，不仅将全国运营管理中心落户郑
州，还在鹤壁市投资建设了占地 200
多亩，集研发、中试、推广、培训、服务

于一体的产业化示范基地。
“想要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等技术手段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
智慧化，中原大地无疑是最肥沃的试
验田和实践基地。”农信通集团总裁办
负责人任康乐说。

致力于通过数字化赋能乡村振
兴，农信通集团开发了许多像“豫牧
通”APP 和益农社网站这样的产品。
任康乐介绍，目前，河南省有超过11万
户养殖户通过“豫牧通”APP进行动物
及动物产品检验“掌上申报”，不仅不
用再“跑县城办事”，还能随时查看市
场行情和病情防治提醒等信息，产业
发展更有保障。

省畜牧局研究员王玉顺如今的工

作则更多依赖于农信通集团开发的
“畜牧兽医大数据分析统计”平台，他
认为这一平台使养殖监管更加智慧
化，“通过这一大数据平台，我们可以
观察到全省以及某一区域动物及产品
调进调出的实时数据，还有各地上报
的检验检疫情况，通过同期对比和大
数据分析，就能及时指导和调整全省
各地的畜牧饲养规模，以保证市场供
需平衡和养殖户的利益。”

数字化工程不仅推动传统养殖
业、种植业等更加科学高效，还将数字
时代的便利延伸到了普通农户身边。

作为我省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整
省示范推进项目的具体实施者，农信
通集团打造了“益农社运营服务总平

台”网上商城，并在各个行政村设立
线下服务网点，指导推进电商下乡、
信息入户，目前已覆盖 4 万多个行政
村。

益农社网上商城能干什么？它与
普通的网上购物平台相比有哪些优
势？作为村服务网点的联络员，丁拴
有着切身感受。“除了能帮助不会上网
的老乡交电费和话费、购物等，我们还
能在网上向农业专家咨询，购买质量
有保障的农资产品、惠农保险产品等，
还能无担保零抵押申请小额贷款。”丁
拴说，他正联合其他农户，准备把村里
的软籽石榴和花椒等特色产品拿到网
上销售。

“根据我省安排，今年年底前，益
农社服务网点将实现行政村全覆盖，
到时候每个村落都将有一个小型的农
村现代化、信息化服务站，让老百姓小
事不出门、大事不出村。”任康乐介
绍。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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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21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对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20
周年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科技特派员
制度推行20年来，坚持人才下沉、科技
下乡、服务“三农”，队伍不断壮大，成
为党的“三农”政策的宣传队、农业科
技的传播者、科技创新创业的领头羊、
乡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使广大农民
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习近平强调，创新是乡村全面振

兴的重要支撑。要坚持把科技特派员
制度作为科技创新人才服务乡村振兴
的重要工作进一步抓实抓好。广大科
技特派员要秉持初心，在科技助力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不断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20周年总结
会议 21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
近平的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刘鹤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新时代
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根本遵
循和行动指南。20 年来，科技特派
员制度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以科技人才为主体、以科
技成果为纽带，在推动乡村振兴发
展、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取得显著
成效。新时代深入实施科技特派员
制度，要紧紧围绕创新驱动发展、乡
村振兴和脱贫攻坚，进一步完善制度
体系和政策环境，进一步发展壮大科

技特派员队伍，把创新的动能扩散到
田间地头。

会议对 92名科技特派员和 43家
组织实施单位进行了通报表扬。浙江
省、福建省南平市、江西省井冈山市和
科技特派员代表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区市
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有关负责同志，部分通报表扬的科
技特派员和组织实施单位代表等参
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栾姗）10月 21日，
省重点项目办传出喜讯：今年前三季
度，我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7733 亿
元，占年度目标的 94%；完成开工项
目 352个，占年度目标的 94.8%；完成
联审联批事项2524项，占年度目标的
91.5%，各项建设目标任务接近全年
既定目标任务，呈现出加快建设、有序
推进的良好势头。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部署，把建设重点项目

作为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深化“一网通
办”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按节点如期完成重点项目
建设任务。

森源电动汽车产业园部分车间投
产，华锐光电液晶显示器项目正在进
行主体施工；郑万、郑阜、商合杭铁路
河南段均在开展联调联试，预计11月
底通车运营；青海—河南±800KV特
高压直流工程桩基工程已完工，线路
基础完成 74%；郑州地铁 2号线二期

已空载试运行，3号线盾构累计掘进
84%，4号线盾构累计掘进97%；省科
技馆新馆部分区域施工至地面四层，
预计11月底主体封顶……总体来说，
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关联度高的一批
重点项目取得积极进展。

省重点项目办相关负责人说，下
一步，要抓住采暖季前施工时机，全力
加快在建项目进度，重点抓好一批项
目竣工投产，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
完成。③5

本报讯（记者 陈慧）10 月 21日，
我省金融领域再添一支生力军，由郑
州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郑州市
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强强携手合并
组建的郑州农商银行正式开业。

资产余额 929 亿元，郑州农商银
行成为全省资产规模最大的农商银
行。它的挂牌开业，为全省农信社的
改革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将
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注入更多金
融活水。

郑州农商银行注册资本 33 亿元
人民币，网点全面覆盖郑州城区，是郑
州市营业网点最多的银行机构。截至
2019 年 9月底，各项资产余额 929亿
元、存款余额 737亿元、贷款余额 445

亿元。郑州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
长刘庆保介绍，今后，该行将坚守支农
支小支微的战略定位，专注主业，服务
本地、服务社区，未来 3年内将新增贷
款投放 200亿元，切实加大对地方经
济建设的支持力度。

据了解，我省农信社是全省机构网
点最多、服务区域最广、存贷款规模最大
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为打造产权明
晰、资本充足、治理完善、内控严密、服务
高效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近年来，
我省农信社改制组建农商银行工作稳
步开展。目前，全省农信社138家法人
机构中，已完成改制挂牌开业农商银行
98家、已获批开业 2家，已获准筹建 5
家，剩余33家机构正在改制中。③8

习近平对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20周年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

用科技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前三季度我省重点项目完成建设任务接近全年目标

以数字便利赋能乡村振兴

郑州农商银行开业，资产余额929亿元

我省再添“金融生力军”

从小区改造感受城市“温度”
深秋时节，许昌城区五彩斑斓、秋色绚烂（10月 19日摄）。近年来，许昌市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文明城市

创建过程中，用生态绿化构筑宜居宜业的美好环境。⑨6 牛书培 摄邂逅斑斓

开启法治中国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纪实

就第三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第
九届北京香山论坛、第83届国际电工委员会大会举行

习近平分别致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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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运海 刘红涛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居美丽乡村，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场硬仗，更关乎我省6000万农
民的切身利益。

如何让农村既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又能像城市一样生活便利、环境整洁？近日，
全省第四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暨村庄规划工作推进
会在长垣市举行，与会代表进行了观摩交流。各地
既增“颜值”又添“气质”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
正示范引领全省农业变强、农村变美、农民变富，一
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在中原大地徐徐展开。

乡村振兴 规划先行

新县周河乡西河湾村是一个有700多年历史的
古老村庄，村内的建筑大多是明末清初建的。如今
这里流水潺潺、炊烟袅袅，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胜
地，被称为“画里乡村，梦里老家”。

谁能想到，2013年前，这里还是房屋破败、残墙
林立，没有电视信号，也没有手机信号。沿河的一条
主街道上，到处是牛棚、猪圈和厕所，臭气熏天。

是什么让西河湾村脱胎换骨、从衰败中焕发出
勃勃生机？

该村党支部委员张思恩说：“是规划。因为坚持
规划先行，科学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并严格按照
规划设计、施工，没有大拆大建，而是修旧如旧，既保留
了古村落的传统特色，又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他告
诉记者，当时村里专门邀请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
河南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等单位的专家，对村庄
基础设施和古民居、村落景观等进行整体规划。

在我省，已经有一大批像西河湾村这样的村庄，
通过实施科学的规划，成为乡村振兴的典型和亮
点。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张传慧说：

“乡村振兴，规划先行，如今已成为共识。编制能用、
管用、好用的村庄规划，已成为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共
同呼声。”

今年7月，我省选派1517名规划设计师到1188
个试点村庄，为这些村庄编制实用性规划。按照计
划，明年，我省将实现县域乡村建设规划、实用性村庄
规划全覆盖，村庄规划管理覆盖率达80%以上。

改革驱动 村美业旺

10月 18日，走进长垣市蒲西街道云寨村，只见
大街小巷柏油路干净整洁，（下转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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