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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者本人，自献血

之日起5年内可免费享用献血

量 3倍的血量，自献血之日起

5年后至终生，免费享用献血

量等量的血量；献血量累计满

800毫升的，10年内免费享用

所需血量，10年后至终生免费

享用献血量 3倍的血量；献血

量累计满 1000 毫升以上的，

终生免费享用所需血量。

我省粮食生产实现“16 连

丰”，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过 1.5 万元，90%的行政村生

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6 月

11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县域

强音”系列第二场新闻发布会，

发布我省实施乡村振兴、推动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方

面相关情况。

□本报记者 刘红涛 90%

农业强
粮食总产站稳1300亿斤新台阶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强
调，要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
展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为县
域治理领航指路、明确方向、确定目标。“省
委、省政府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把县域治
理与乡村振兴一体谋划、一体推动，取得了
显著成效，为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马万里开门见山地说。

近年来，我省因地制宜做大做强优势特
色农业，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粮食生产优势
进一步稳固。全省粮食生产实现“16连丰”，
粮食总产站稳了1300亿斤的新台阶，今年夏
粮收获正在实现从丰收在望到丰收到手。

畜牧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肉类、禽蛋产量稳
居全国前两位，奶类产量稳居全国前五位。
2019年出栏生猪4502万头，外调生猪1755
万头，居全国第一。农产品加工业加快转
型，河南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
突出抓好面、肉、油、乳、果蔬五大产业，全省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稳居全国第二位。

农村美
环境不断改善 乡村更加宜居

马万里介绍，我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努力推动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
以环境修复保护促进“生态美”，以人居环境改
善促进“生活美”，以农业循环发展促进“生产
美”。

目前，我省85%的县建立了城乡一体化保
洁机制，90%的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
理，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81%。化肥
农药使用量连续4年负增长，秸秆综合利用率
达到89%，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8.9%。

近几年，我省还积极推动城镇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让乡村更加宜居。
永城市是全省第一批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
示范县（市）。永城市副市长梁廷振说，永城
完成了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24.23万户，
实现了能改则改、应改尽改的目标，走在了全
国前列，建成并投入运营了日处理1200吨的
协鑫垃圾发电厂和日处理900吨的长青生物
质发电厂，建成覆盖乡镇的 29个垃圾中转
站。投入17亿元，实施了“庄庄通”“户户通”
工程，2019年新修道路3000多公里，打通了
群众致富的“小康路”。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在乡村建设上发力，
大力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重点打
造1000个示范村整治样板，统筹推进“四美乡
村”“五美庭院”“美丽小镇”建设。扎实推进农
村厕所革命和垃圾污水治理。新改建农村户
厕150万户，年底前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
达85%以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30%左
右，持续提升村容村貌。

农民富
深化改革 拓宽增收渠道

说一千道一万，农民增收是关键。马万里
介绍，近些年，全省农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势
头，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5163.75元，同
比增长9.6%。

新安县县长王智说，作为全省首批践行县
域治理“三起来”示范县（市），新安县通过发展
沟域经济和乡村旅游，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促
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沟域内流转土
地、发展特色产业、务工就业、代种代养等多种
形式，辐射带动贫困户2545户8709人实现稳
定脱贫。截至目前，新安县已经成功打造12
个沟域生态经济示范带，覆盖24.9万人，年综
合收益超过20亿元。

目前，全省乡村活力加速释放，各地加快
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全省适度规模
经营面积占家庭承包面积的比重达到62%。
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已全面完成，村级
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全省农民合作社发
展到19万家、数量居全国第2位，家庭农场发
展到 5.76万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8.8 万
个。今年10月份以前，我省将全面完成改革
试点工作，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③5

□本报记者 石可欣 本报通讯员 王啟杰

“这些进口设备虽然已经过时了，但里面的配件可
以修复利用，能让它们变废为宝，我感觉值！”6月 10
日，在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永煤公司车集煤矿游弋工作
室培训基地，游弋兴奋地向记者展示着他从报废设备
里“淘”回来的宝贝，经过翻新后，这台设备正作为工作
室的教具使用。

眼前这位身材单薄，鼻梁上架着眼镜，身穿工作服
的煤矿工作者，是刚刚获得“出彩河南人”2019感动中
原十大年度人物的游弋，他的身上还有许多亮眼的标
签，河南省十大能工巧匠、首批中原大工匠、全国技术
能手、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

游弋说，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煤矿电工，而在同事眼
里，他却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大师”。

199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位于豫东永城
的车集煤矿，当时的游弋并没有想到，这是他人生中最
重要的一次转折。这一年也是车集煤矿建成投产的第
一年，游弋在起步阶段的路走得并不平坦。矿井投产
初期生产条件差，效益不好，游弋也辗转掘进、采煤等
多个岗位。

在一次抢修设备的过程中，综采一队的机电副队
长看中了他，对他说：“你来干电工怎么样？”“行！”没有
任何基础的游弋痛快地答应了。“其实，我连初中都没
毕业，别说看电路图，就连说明书上的字都认不完。”游
弋说。

那时，永煤培训中心每月都开办业余电工培训班，
游弋从没缺过一次课，他晚上学理论，白天忙实践，经
过 3年时间的钻研，游弋从一个机电“门外汉”变成了

“大拿”。
2008年的一天，已经是主副井电工班班长的游弋

到主井绞车房进行例行检修。一名正在打扫卫生的女
工随口对他说：“游师傅，你看这钢丝绳带出来的煤尘
落得绞车房、井架下满地都是，又难打扫，你搞个发明，
叫它别再落了。”

工作的现实需要成为他研究的动力。为了获得
钢丝绳的摆动数据，每天下班后，游弋就独自带上简
易测量工具，登上天轮平台观察，1月正是天寒地冻
的时候，在几十米高的露天天轮平台上，风刮在脸上
像刀割一样，一件工具用完放在台上，再次拿起的时
候就已经被冻住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获得了第
一手数据后，他研制的“钢丝绳全自动除尘环”获得
实用新型专利，并且填补了国内钢丝绳除尘领域的
技术空白。

20多年来，初中没毕业的游弋已熟练掌握外语、
CAD制图、软件编程等多项知识技能，从一名普通煤矿
工人成长为一名大国工匠，带领一个40人的创新团队。

他始终扎根生产一线，潜心钻研，完成一项又一项
的创新创造，攻下一个又一个技术山头。他在矿井提
升系统改造和煤矿专用工具设计等方面，先后获得19
项国家专利，完成创新成果100余项，部分成果填补了
国内空白，用一个个小创新“积攒”成为一名令人敬仰
的大国工匠。③5

本报讯（记者 宋敏 田宜龙 李宗宽）龙
门石窟夜游、老城十字街撸串、隋唐洛阳城
看灯……河南旅客可以坐着高铁去洛阳等
地逛夜市了。6月 11日，记者从中国铁路郑
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 12日起，该集
团公司加开多趟往返郑州、洛阳、三门峡等
城市的“中原快车—古都夜八点”号高铁列
车，以满足广大旅客出行和消费的需求，助
力河南经济发展。

此次加开的高铁列车到发时间均在 17
时到 24时之间，旨在引流“河南人游河南”。
其中，6月 12日至 6月 30日，“中原快车—古
都夜八点”号高铁列车运行时刻为：郑州

东—三门峡南 G9103次，郑州东 17:35开，
经停郑州、洛阳龙门站，三门峡南 19:08到；
三门峡南—郑州东G9104次，三门峡南 19:
29开，经停渑池南、洛阳龙门站，郑州东 20:
46到；郑州东—洛阳龙门G9101次，郑州东
21:20开，洛阳龙门21:57到；洛阳龙门—郑
州东 G9102次，洛阳龙门 22:22 开，经停郑
州站，郑州东23:32到。

7月 1日后，加开高铁运行时刻将根据
铁路部门最新的运行图另行公布。具体车
次和时刻均以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
网站或各客运车站公告为准。

值得一提的是，为方便旅客出行，铁路

和洛阳双方联手打造了“古都夜八点：高
铁+公交”无缝衔接的畅游模式，共有 4 条
洛阳市区接驳公交线路，具体为：线路 1，洛
阳龙门站—丽景门—洛邑古城；线路 2，洛
阳龙门站—天堂明堂—九洲池—周王城广
场；线路 3，洛阳龙门站—王府井商场—广
州市场步行街；线路 4，洛阳龙门站—倒盏
村—龙门石窟景区。赴洛旅客可通过乘坐
接驳公交畅游附近景点。洛阳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进一步激活
文旅消费，洛阳制定了《打造“古都夜八点”
文旅消费品牌行动方案》，通过创新夜游产
品，丰富夜游、夜购、夜宵、夜娱等消费业

态，打造洛阳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助力洛阳
副中心城市建设。

记者获悉，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后续将开行安阳至洛阳、商丘至洛阳的高
铁旅游列车，全力助推洛阳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为洛阳打造省内最佳旅游目的地、“河南
人游洛阳”提供便捷的交通保障。③8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6月 11日，记者从郑州市
交警支队获悉，即日起，群众在郑州市各交警队办理车
驾管业务，不用预约，在工作时间带好有效证件到就近
网点可以随到随办。

警方介绍，郑州市车管所（含城西、城北、城南三个
服务站）、郑州市政务服务办事大厅仍需要预约。虽然
取消部分网点预约办理功能，但仍不能放松疫情防控
工作，群众在办理业务时请自觉佩戴好口罩，保持1米
左右的距离，避免扎堆聚集。

郑州市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说，为进一步方便群
众办理相关车驾管业务，群众可以通过“郑州交警”微
信公众号、“郑州交警”支付宝生活号、“交管 12123”
APP，足不出户网上办理。此外，不断优化各项便民利
民服务措施，优化窗口配置，实现车驾管业务“一窗通
办”“一证通办”，进一步提升车驾管业务服务水平，全
面落实让群众“就跑一次”。③5

到郑州市各交警队办理车驾管业务

不用预约 随到随办

游弋：

小创新“攒”出大国工匠

争做 河南人

“县域强音”系列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践行“三起来”实现“强富美”

今起省内加开多趟晚今起省内加开多趟晚间高铁列车间高铁列车

““古都夜八点古都夜八点””带你夜游河南带你夜游河南

本报讯（记者 杨凌）6月 11日，记者从郑州宇通
客车集团获悉，由宇通客车捐赠的 5台负压救护车已
经发往古巴，同时捐赠的还有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
镜等防疫物资。

据悉，这已经是宇通第二次为古巴捐赠抗疫物
资。为感谢宇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古巴人民
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古巴交通部部长Eduardo特
意为宇通颁发证书，感谢宇通为古巴人民提供的无私
支持和帮助，祝愿中古友谊长存。

今年是中古建交 60周年，在全球抗疫背景下，两
国传统友谊显得格外醒目。作为中国不断走出去的客
车品牌，宇通客车早在 15年前就已与古巴开展合作。
在古巴，宇通客车的市场占有率高达 90%以上，驰骋
在古巴大街小巷的宇通客车，已成为古巴人口中“客
车”的代名词。除了整车出口，宇通还在当地建立组装
工厂，带动当地就业。通过技术转让，宇通还积极帮助
古巴提高客车制造技术水平。

援助古巴只是宇通客车积极响应号召，为全球抗
疫贡献中国力量的一个缩影。除连续两次向古巴捐赠
抗疫物资外，宇通客车还积极援助亚洲、欧洲、拉丁美
洲的多个国家，惠及超过1000万民众。③3

宇通捐赠的5台
负压救护车发往古巴

▲6月5日晚，游客在夜幕下欣赏如梦似
幻的洛阳龙门石窟。“夜游龙门”采取“线上预
约+线下个性化定制”特色主题游览线路，游客
可欣赏独具特色的石窟景观。⑨3 黄政伟 摄

●全省粮食生产实现“16连丰”

●粮食总产站稳了 1300亿斤的
新台阶

●肉类、禽蛋产量稳居全国前两位

●2019年出栏生猪 4502万头，
外调生猪1755万头，居全国第一

农业农业强强

农村农村美美
●我省 85%的县建立了城乡一
体化保洁机制

●90%的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
有效治理

农民农民富富
●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5163.75元，同比增长9.6%

本报讯（记者 曹萍）6月 11日，记者从
省卫健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通过建
立全省统一的临床用血减免平台，目前已实
现我省无偿献血者及其家庭成员省内用血
费用在医疗机构内“一站式”减免。

根据规定，无偿献血者本人，自献血之
日起 5年内可免费享用献血量 3倍的血量，
自献血之日起 5年后至终生，免费享用献血
量等量的血量；献血量累计满 800毫升的，
10年内免费享用所需血量，10年后至终生
免费享用献血量 3倍的血量；献血量累计满
1000 毫升以上的，终生免费享用所需血
量。无偿献血者的家庭成员临床用血的，按
献血量等量免费用血。

来自登封的宋鹏展，几年前在郑州打工

时曾多次参加无偿献血，共捐献全血 1600
毫升。最近，他的妻子因病住院进行了输血
治疗，花费 1700多元。“本来想着报销要准
备一大堆材料，再跑到血站去，没想到出院
的同时就在医院用血直补窗口直接办理了，
全部都免了。”宋鹏展喜出望外。

如今，越来越多像宋鹏展一样的献血者
享受到快捷便利的用血报销服务，得益于医
院与血站之间、血站与血站之间实现信息互
联互通，打通了献血者用血报销“最后一公
里”。“无偿献血者及其家庭成员省内用血，
可在用血医疗机构出院结账时享受‘一站
式’直接减免用血费用，让群众实现‘零跑
腿’。”省卫健委副主任张若石在发布会上介
绍，减免对象为在我省献血的无偿献血者本

人和无偿献血者配偶、双方父母、子女及其
配偶。

如果献血者或其家属是在非血站直接
供血的医疗机构用血，或因其他原因在用
血医疗机构未完成直免的，可登录“河南
无偿献血”公众号，完成用血费用网上减
免。

目前，临床用血减免已实现全省一张
网、一个标准。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处长李
红星介绍：“全省 308所临床供血医疗机构
开通了临床用血直接减免功能，省会郑州有
65家。减免平台自今年1月试运行以来，全
省已完成直接减免 6555人次，减免 788万
元，其中微信公众号减免 517人次，减免金
额53万元。”③4

全省一张网一个标准

无偿献血者用血费用可直接减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