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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本地生源从严重流失到纷纷回流、教学环境
从令人无奈到令人羡慕……短短两年间，鹤壁市
浚县屯子镇石桥小学缘何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12月 21日，记者从鹤壁市区驱车近 20公
里，来到了建在前石桥村、后石桥村交界处的
石桥小学。

白墙灰檐的教学楼、标准化的塑胶操场、配
套完善的科学实验室、干净温馨的学生宿舍……
走进石桥小学，硬件设施令人眼前一亮。

然而就在两年前，石桥小学的学生们还在
年久失修、破损严重的砖瓦房里上课，生源不
断流失，在校学生总数一度跌至50人。

转机出现在2017年 12月，由河南、上海两
地共青团联合开展，上海江湾书院主办的首届

“点燃希望 传递爱心”大型公益义卖活动，拉
开了豫沪两地共青团联合助力青少年成长的
序幕。2018年，河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经过
筛选，将石桥小学列为上海援建目标学校，这
所乡村小学迎来了发展良机。

2019年 7月，由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高标准规划设计的石桥小学重建工程正
式启动。历时一年多建设，石桥小学破旧的砖
瓦房变成了两层教学楼。

“过去只要一下雨，学校的砖瓦房就漏雨，
因为条件实在太差，每学期都有学生转走。”今年52岁的王爱芬
已在石桥小学工作了近 15年，“今年 9月，新学期开学时，焕然
一新的学校吸引了100多名学生转校而来！”她感慨道。

石桥小学能吸引本地生源不断回流，还依赖于丰富的教育
资源——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局以教育信息化建设为突破口，提
供语数外特色网课、免费培训乡村教师；上海音乐学院实验学
校针对农村教育短板，建设优质课程资源库、开展师生互访项
目；著名旅法钢琴家顾劼亭的艺术工作室突出美育教学功能，
依托艺术教育，建设美丽乡村小学；依托江湾书院“国学育人”
的优势资源，国学教育也被引入石桥小学作为特色课程。

从捐钱捐物重建学校让孩子们“能上学”，到培训教师让孩
子们“上好学”，再到通过素质教育让孩子们“学得好”，石桥小
学凝聚了河南、上海两地共青团的倾情付出，是希望工程转型
期探索实践的公益助学新模式。

“豫沪两地共青团将不断精耕细作，组织学生开展主题游
学、成长结伴活动等，让越来越多的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助力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共青团河南省委有关负责人表示。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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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12
月 23 日，由省社科院主办的
《河南经济发展报告（2021）》
（即《河南经济蓝皮书》）出版
暨新发展格局研讨会在郑州
举行。《河南经济蓝皮书》以

“新起点 新动力”为主题，系
统分析了2020年我省经济运
行的主要态势以及 2021年河
南经济发展走势，并公布了多
项研究报告。

河 南 经 济 运 行 回 暖 明
显。《河南经济蓝皮书》总报告
对前三季度河南经济运行态
势 进 行 分 析 。 报 告 认 为 ，
2020 年，全省经济运行在经
历第一季度短暂“刹车后”，第
二季度、第三季度稳步迈入复
苏的快车道，呈现“逐步恢复，
稳定回升”态势，发展动力活
力进一步增强。

郑州、洛阳、新乡经济综合
竞争力领跑全省。《河南经济蓝
皮书》公布了2020年河南省辖
市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在总
排名中，郑州市、洛阳市、新乡
市占据前3位。排名第4位到
第10位的分别是南阳市、三门
峡市、许昌市、焦作市、信阳市、
济源示范区、驻马店市。

《河南经济蓝皮书》认为，
与上年排名相比，空间布局上

“中间强、南北弱”的形态有所
改变。郑州大都市区的五个省
辖市在经济规模、对外经济、经
济结构、科技创新和民生保障
等指标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
具有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潜力
和竞争力。尤其是郑州市，在9
个一级指标中有7个排在第1
位，郑州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的进程再上新台阶。③5

2021年《河南经济蓝皮书》出版

郑洛新经济综合竞争力领跑全省

（上接第一版）
机构开到家门口，金融服务沉下

去。为了让更多资源要素向“三农”集
聚，该行通过主攻产业扶贫，精准“输
血”激活“造血”，及时推出“精准扶贫
企业贷款”，深入践行普惠金融“兰考
模式”、金融扶贫“卢氏模式”、“银行+
保险”精准扶贫“商城模式”，截至 11
月末，全行涉农贷款余额 683亿元，较
年初新增51亿元。

脱贫攻坚不是终点，而是乡村振兴
战略的起点。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实现乡村振
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在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中
原银行再次吹响了金融冲锋号。为了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紧盯农村和农民
需求，将更多优质金融服务向农村地
区延伸。该行积极运用金融科技进行
产品创设，构建了“原惠贷”惠农信贷
产品体系，用“上网”手段解决“下乡”
难题。今年，又推出涵盖农村党建、村
务、社交、电商、金融等功能于一体的

“乡村在线”APP，上线 5个月就实现
了注册用户突破 15万，为乡村振兴提

供了数字动能。
坚持深耕农村，坚持精准施策，中

原银行努力做普惠乡村的银行，久久
为功服务乡村振兴。

战疫情稳企业
做扛牢责任的银行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今年的
新春变得极不平凡。面对疫情冲击，
中原银行冲锋在金融抗疫的最前线。
疫情防控之时，紧急驰援支持战“疫”
企业忙生产；复工复产之际，未雨绸缪
为企业备好“续命钱”；稳企业保就业，
实施减费让利政策惠民生。

1月 27日，在全省首开“金融服务
绿色通道”全力支持疫情防控；1月 28
日，发放我省首批应急贷 1亿元驰援
长垣战“疫”企业；1月 29日，捐出首笔
善款 600万元；2月 6日，落地我省首
笔 3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稳住百
姓“肉盘子”；2月 14日中原银行再次
显示其“创新银行”优势，为牧原股份
发行了全省首笔疫情防控债，发行金
额达 5亿元，发行利率创新低……中

原银行用真金白银保障了河南人民的
“面袋子”“肉盘子”“油壶子”“药瓶子”
等民生保障物资的正常生产，为战

“疫”增添了底气。
随着疫情防控局势得到有力控

制，企业复工复产摆在面前。中原银
行则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急省内企业
之所需”实施“服务在线、业务在线、管
理在线”：邀请全国100多家投资机构
推介企业超短期融资债券，10亿元债
券保障企业复工复产不缺钱；组织省
内15家银行业机构召开“2020年河南
省银团业务线上交流会”，支持省内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开（复）工”及重
点企业“复产”；联合河南省地方金融
监管局、河南证监局、深圳证券交易所
举办了河南省上市后备企业线上培训
交流会，为省内 100多家 IPO 在辅导
企业做专题培训……

为了落实“六稳”“六保”要求，中
原银行刀刃向内减费让利，帮扶企业

“量体裁衣”。针对疫情影响下的小微
商户融资需求，自主研发推出“中原聚
商快贷”线上平台，推出“复工贷”“地
摊贷”等专属信用贷产品，为“小店经

济”助力。截至今年 11月末，全行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 1211 亿元，为客户
减费让利5.87亿元。

如果说小微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毛
细血管”，重大项目就是经济发展的“压
舱石”。作为一家地方法人银行，中原
银行始终全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项目
落地。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河南补短板“982”项目等国家
及全省重大战略，强化政策研究和项目
对接，截至11月末，全行新增重点项目
380个、投放金额413亿元。计划发行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项
金融债券，并获得批文，申请注册规模
50亿元，首期拟发行20亿元。

数字化敏捷转型
做布局未来的银行

在中原银行数字化敏捷中心，两个
奖项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省委省政
府授予的“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集体”，因为疫情期间仅用72小时开
发了“一区一码”帮社区实现了智慧管
理；另一个是省大数据管理局授予的

“2020年度攻坚标兵”，缘于该行为河南
省金融服务共享平台作出突出贡献。

中原银行屡次因为“数字技术”荣
获社会各界赞誉，在很多人看来有些

“意外”，其实“意外”的背后是该行数
字能力厚积薄发的直接体现，也是敏
捷转型释放创造活力的结果。

中原银行自成立以来就明确了
“科技立行、科技兴行”的发展思路。
为此该行在科技方面的投入累计达到
19.54 亿元，组建了接近 2200 人的科
技人才队伍，自主研发的 40余个系统
及平台荣获多项专利与著作权。为了
让科技释放更多发展动能，2018 年
初，该行正式启动敏捷转型。敏捷转
型后的中原银行，已经拥有了一支专
职的金融科技创新团队，并确立了小
步快跑、快速迭代、精准服务的数字化
银行服务模式。

在新技术、新制度的相互作用下，
中原银行着力场景化建设，搭建小区、
校园、餐饮和小微商户的金融业务交易
支付场景，打造软硬件相结合一体化的
服务系统。两年来已经开发出中原吃
货地图、中原聚商、智慧校园等多个场

景。更令人欣喜的是，在数字化敏捷转
型模式下，该行已经由传统的财富管理
走向了技术输出，通过技术合作带动合
作伙伴的业务转型。从现实意义上说，
中原银行已经嬗变为一家具有金融属
性的互联网企业。

如今中原银行即将迎来六周年生
日。对于人类生命来说，六年意味着
跨越，六岁的中原银行也必将更加成
熟、更有担当。

六年来，中原银行在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在监管部门大力支持下，
凭借梦想与执着，在变革中坚持初心；
凭借信仰与追求，在发展中坚守责任；
凭借激情与智慧，在创新中不断前进。

纵然昨天已是精彩，但明天更值
得期待。

2021 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
开局之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节点。中原银行
将继续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高质量
发展的征程中笃定前行，以实际行动
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
章贡献更大力量！

奋楫逐浪新时代 助力中原更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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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新局

全省电信业务总量

年均增长 1470亿元
年均增速达到49%

□本报记者 栾姗

黄河以豪迈的胸襟，不仅带给逐水而居者灌溉之利、鱼米之
裕、兴业之便，也见证着流域省份经济发展的卓越成就。

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集聚，国家超级计算郑
州中心投入运营，以黄河本土品牌为引领的鲲鹏计算产业崭露头
角；郑州和洛阳两大都市圈建设加快推进，县域治理“三起来”示范
效应显现；18个沿黄生态廊道初具规模，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
卫战扎实推进；空陆网海四条“丝绸之路”贯通全球，“米”字形高速
铁路网基本建成，功能性口岸数量最多、种类最全；重点民生实事
件件有着落，所有贫困县顺利脱贫摘帽……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黄河流域迸发出强劲的活力，书写了中原
大地波澜壮阔的“十三五”。

这五年，河南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全省生产总值先后突破4万亿元、5万亿元。
这五年，河南经济发展实现新转变。
全省城乡结构实现乡村型社会到城市型社会的历史性转变，

产业结构实现由“二三一”到“三二一”的重大转变。
这五年，河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中原更

加出彩迈出坚实步伐。
环境更优了，生活更好了，城市更强了，乡村更美了，百姓更乐了。
历史的指针，指向新的刻度。“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期。

河南豪情满怀，走向未来。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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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905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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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第二产业

2020年前三季度第二产业增加值

16596.72亿元，与上年同期持平

2015年至2019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单位：亿元）

累计货邮吞吐量

首次突破60万吨
货运规模全国排名

由第7位提升至第6位

五年来

累计城镇新增就业

677.58万人

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

272.03万人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94.62%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为

883.08万人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为

990.48万人

专业技术人才总量

505.69万人
（2019年年底）

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

10615.5万人

累计开工棚改安置房 191.54万套
基本建成 162.5万套
开工总量居全国第二位外贸

今年前11个月达5742.1亿元
超过去年全年

5711.6

2019年

4600.2

2015年

4714.7

2016年

5232.8

2017年

5512.7

2018年

2015年至2019年河南进出口值（单位：亿元）

交通

住建

通信

数据来源：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

运输厅、省统计局、郑州海关、省通信管理局、河南机场集团

高速公路五年预计

完成投资 1200亿元
新增里程795公里
新开工里程 1553公里

农村公路五年预计

完成投资610亿元
新改建里程6.4万公里

“十三五”末

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达到7100公里
保持全国第一方阵

“十三五”末

全省通车总里程达到

23.2万公里
居全国第4位

全省新增城市道路

4691.02公里
城市路网密度达到

5.1公里/平方公里

年客运规模达到

2000万人次
客运规模全国排名

由第12位提升至第11位

2020年，郑州机场

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6400多个
惠及群众88.6万户

省辖市 144处黑臭水体

基本完成整治

新建扩建中小学 1723所
新增学位 154.41万个

新建扩建幼儿园 1075所
新增学位24.05万个

新建扩建医院501所
新增床位 14.03万个

全省电信业务收入

年均增长25.4亿元
年均增速达到4%③5

“十三五”期间

“十三五”期间

经济发展

迈上新台阶 实现新转变

制图/单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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