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记（市长）谈生态环保

开新局 我眼中的“十四五”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11月 8日，记者跟随“我眼中的
‘十四五’”采访团来到民权县绿洲
街道任庄村，只见处处粉墙黛瓦，一
条景观河贯穿全村，数艘游船水中
漂荡，游客们玩得不亦乐乎。

“我们村毗邻黄河故道，水资源
丰富是最大的优势，如何借助这个
优势让乡村产业活起来，让村民富
起来？”任庄村党支部书记武永远
说，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帮助下，任庄

村制定了以“天人合一、田园
风、故道情”为主题的乡村旅
游计划。

近几年来，该村通过开展基础
设施建设，已实现了通自来水、通油
路、通电话、通互联网，并修建了任
庄农家乐服务中心，开挖了生态景
观河，加宽了道路，整修了鱼塘和藕
池，修建了高标准停车场。同时，该
村采取政府投资、招商引资和群众
自筹等方式，出台优惠政策，进行村
庄改造和重建，粉墙黛瓦，一家一
品，一户一策，因地制宜、各具特色
的农家乐就有 40 余家。依托国家
黄河故道水利风景区，瞄准民权县
委打造4A级景区构想，该村不断加

强旅游景点建设，相继建成了天鹅
湖、黄河之光喷泉、白鹭洲、水乡木
墅风情园等一批景点。前来游玩的
人络绎不绝，不仅拓宽了当地群众
的就业门路，而且大大增加了村民
的收入。

“俺村旅游发展得好，也带动我
们在家门口致富。”村民武磊告诉记
者，原来他在外地打工，一年收入五
六万元，2017年，他回村盖起了小洋
楼，开了一家特色农家乐，生意红红
火火，一年到头挣的钱远比打工多。

欣赏完“水美乡村”任庄村，再
来看看“土楼不土”的艺术村。

（下转第四版）

任庄“换装”土楼不土

一村一品 带富一方

新华社上海11月 12日电 浦东开发开
放 30周年庆祝大会 12日上午在上海市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
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坚决贯彻新发展理
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
头，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
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
兵、彰显“四个自信”的实践范例，更好向世
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

上海世博中心气氛隆重热烈。会场高
悬横幅：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深入推进浦东高水平改革
开放，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作出新贡献！

9时 30分，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
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30年前，党中央全面研判国际
国内大势，统筹把握改革发展大局，作出了
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掀开了我国
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党中央
对浦东开发开放高度重视、寄予厚望，强调
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
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
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
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要求浦东在扩大
开放、自主创新等方面走在前列。进入新时
代，党中央继续对浦东开发开放提出明确要
求，把一系列国家战略任务放在浦东，推
动浦东开发开放不断展现新气象。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
军委，向上海广大干部群众，致以热烈
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向所有关心、支
持、参与浦东开发开放的港澳
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各国人
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指出，30年来，浦东创造性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改革开放走在
全国前列，核心竞争力大幅度增强，人民生
活水平整体性跃升。浦东开发开放 30年
取得的显著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提供了最鲜活的现实明证，为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生动
的实践写照。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
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是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发展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
历史伟业。

习近平强调，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
是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30
年。新征程上，我们要把浦东新的历史方位
和使命，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中加以
谋划，放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予以
考量和谋划，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
变，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习近平指出，要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
造自主创新新高地。要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
基础研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速
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
水平，为确保全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多作
新贡献。要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
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更
好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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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2日，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在上海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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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尹弘到省扶贫办调研时强调

扎实做好考核评估各项工作
提高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成果
本报讯（记者 归欣）11 月 12日，

省长尹弘到省扶贫办调研，研究做好
国家和我省考核有关工作。尹弘强
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脱贫攻坚考核评估的重要指示精
神，突出“两不愁三保障”等重点工作，
扎实做好考核评估，确保在脱贫攻坚
收官之年交上一份合格答卷。

尹弘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习
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确定的历史性任
务，是“十三五”期间的国家重点工作，
事关党的宗旨和人民福祉。这次考核
是脱贫攻坚决胜阶段的最终考核，考
核结果反映了全省上下多年来的努力
和心血，是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

参考。要从讲政治和全局的高度看待
考核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对党
忠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齐心协力做
好考核评估工作，客观反映全省脱贫
攻坚工作成效，尽最大努力把脱贫成
果坚持好、反映好，让人民群众在考核
评估过程中得实惠。

尹弘强调，要全面对标对表国家考
核要求抓紧查漏补缺，重点聚焦“两不
愁三保障”实现情况及时解决、不留死
角；持续关注重点县村脱贫任务完成情
况详细摸底，做到心中有数；及时跟踪
国家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确保问题真正
得到解决；紧盯克服疫情影响情况，确
保就业、产业、金融扶贫等政策落实到

位。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精心组织省级
考核，各地各部门要正确对待考核，主要
领导要高度重视、亲自部署。要坚持较
真碰硬和边查边改，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利用省级考核倒逼问题整改、提升工作
成效。要周密谋划做好国家考核准备工
作，吃透考核精神，加强沟通衔接、主动
汇报对接，做好服务保障，为考核开展提
供有利条件。要切实防范考核期间出现
各类涉贫风险。要着力做好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的衔接工作，持续做好帮扶工
作，组织群众通过外出务工，参加公共服
务、基础设施建设等实现稳定增收，巩固
脱贫成果、提高脱贫质量。

武国定参加调研。③3

““水美乡村水美乡村””任庄村任庄村 ⑨⑨33 高清献高清献 摄摄

□张丽娜

11月15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南
省分行即将迎来成立十三周年纪念日。

十三年栉风沐雨、拼搏奋进，十
三年深化改革、转型升级，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携行业新军的
后发优势，立足“服务社区、服务中小
企业、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充分
发挥自身网络和资金优势，大步前

行，拾阶而进，实现了向国有大型商
业银行的华丽蝶变。截至 10 月底，
该行多项业务发展、经营管理指标居
省内同业和系统内前列，走出了一条
稳健高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赢得了
社会各界的充分认可。该行也因此
先后获得了“全国文明单位”“全国五
一劳动奖状”“总行党建工作示范单
位”等荣誉称号；该行党委书记、行长
金春花当选中国妇女十二大代表、河

南 省 第 十 三 届 人 大 代 表 ，荣 获
“2017-2018年全国金融系统文化建
设十大标兵”“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河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固“根”铸“魂”：持续强
化党的建设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
国有企业的“根”和“魂”。（下转第二版）

守初心 立足定位发挥优势
担使命 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写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成立十三周年之际

习近平在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发表视频致辞

本报讯（记者 归欣）11 月 12日，
全省返乡创业现场观摩会在驻马店举
行，省长尹弘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进一步优化返乡创业环境，提高创
业质量效益，不断提升我省返乡创业
水平，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尹弘指出，河南是人口大省和农
村劳动力大省，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
大、占比高，推进充分就业、保持就业
大局稳定对做好“六稳”“六保”和完成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意义重大。近年
来，全省立足区位交通、人力资源、市
场规模等优势，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大
力开展返乡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有
力推动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取得了明显成效。

尹弘指出，要站位发展全局、凝聚

支持返乡创业的广泛共识，把支持返
乡创业作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
点的有效举措，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
村振兴的有力支撑，厚植人力资源优
势、发展县域经济的迫切需要，应对疫
情冲击、稳定农民工就业的有效途径
持续推进，统筹把握沿海地区用工需
求变化、乡村振兴加速推进、外出劳动
力省内发展意愿增强等新态势，更高
水平引导推进，掀起返乡创业新热潮。

尹弘强调，要提升创业层次，把握发
展规律引导返乡创业转型升级，运用市
场化机制鼓励返乡创业企业纳入大企业
产业链供应链，注重打造特色和提升品
质适应消费需求变化、拓展返乡创业领
域，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作用，带动返乡
创业融入新经济新模式，推高返乡创业
质量效益。要强化资金、土地、人才等要

素和基础支撑，提升返乡创业载体发展
水平，发展公共研发机构提升企业创新
能力，不断完善返乡创业保障条件。要
优化创业服务，主动提供政务服务、培训
指导等创业服务，健全机制强化各类支
持返乡创业的政策落地见效，扩大教育
卫生、住房保障、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供
给，加强宣传示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创
造引得回、留得住、干得好的返乡创业环
境，推动返乡创业更高质量发展。

会前，与会人员到平舆县蓝天芝
麻小镇、宁波户外休闲用品产业园、中
鑫家具有限公司等返乡创业示范项目
和先进企业进行了实地观摩。

戴柏华主持会议并参加观摩活
动，驻马店市、叶县、睢县和平舆县蓝
翎环科公司、新县毛冲农业科技公司
在会上作典型发言。③4

尹弘在全省返乡创业现场观摩会上强调

提升返乡创业水平服务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芦瑞 栾姗

11月 9日 12时许，兰考县仪封乡
代庄村村民张青娟来到自家院子里的
厨房，很快就烧好了几道拿手菜。与
以往不同的是，灶台下笨重的液化气
罐已被轻巧的天然气入户管道取代，
当地村民延续了十几年的生活方式得
到质的改变。

这份改变，得益于中原豫资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天伦燃气控股
有限公司联合发起的河南煤改气清洁
能源基金项目，双方有限合伙的河南豫
天新能源有限公司通过取得特许经营
权的方式，由国家政策性银行提供融资
支持，为乡镇居民全额免除燃气接驳
费，促进乡镇“煤改气”工程顺利实施。

仪封乡代庄村是兰考县“煤改气”推
进速度最快的自然村。“生活质量提高
了，但生活成本却在降低。”该村党支部
书记代玉建算过一笔账，“以前一家人吃
饭炒菜每月一般要耗1罐气，需要花百

元左右，改烧天然气只需四五十元。”
由于乡镇“煤改气”工程的实施，

台前县城关镇高庙村的传统猪场现在
也变得“科技范儿”十足，养猪村民就
地变产业工人，实现了身份质变。

换鞋、更衣、戴帽子和口罩、洗手
消毒并悬空举在胸前，再穿上手术服、
戴上手套……在新希望六合集团年出
栏 32万头猪的专业化养猪场内，工人
进入猪场像医生进入手术室，有着严
格的消毒程序。

这家猪场采用负压式全封闭管理，
有保育舍、育肥舍、沼液储存池、消洗中
心等配套设施，配备了自动控温、自动
饮水、自动饲喂、自动清粪等系统。“台
前县吸引我们投资的底气，就是村里通
上了天然气。”该养猪场负责人曹杰说。

比如，保育舍，就是猪场针对刚买
回来的仔猪建设的，里面的温度恒定
在 28 摄氏度。仔猪喂到一定体重以
后，就会从保育舍进入育肥舍，里面的
温度恒定在 25摄氏度。“猪场需要 24

小时的热水和暖气，天然气进乡镇，对
黄河滩区农业转型升级很重要。”台前
县副县长邓振营说。

“煤改气”，改变农民生活方式，奔小
康；改变农业生产模式，谋发展；更改变
农村生态环境，助力绿水青山化作金山
银山，实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质变。

据了解，豫资集团正在谋划建设
生物质天然气加工厂项目，以后秸秆
等农林废弃物可以加工转化为沼气再
提纯为天然气，通过管道进入农户，形
成循环经济产业。据有关资料显示，1
吨秸秆能出大约 300 方天然气，美丽
乡村处处都是生产力。

未来几年，豫天新能源公司计划
完成农村 1000万户的“煤改气”工程，
实现河南乡镇居民“煤改气”全覆盖，
让城里人常用的“水电气”也成为农村
人的生活标配。“我们算的是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的‘立体方程式’，目的是
助力乡村振兴。”河南豫天新能源有
限公司董事长汪耿超说。③9

乡镇“煤改气”带来三个质变

坚持生态优先 践行绿色发展

02│要闻

04│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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