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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冀回家记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卢松）1月 13日，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0年重点民
生实事落实情况”第四场新闻发布
会，记者了解到，2020年，全省困难
群众救助支出达到 130 亿元，有力
保障了 330万名低保对象、50万名

特困供养人员的基本生活；圆满
完成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和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

低标准目标任务，惠及 503.2
万名退休人员和 1559 万
名老年城乡居民。

省民政厅一级巡
视员尚英照介绍，去
年困难群众生活保障

水平不断提高，全省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提高为每人每月不低
于 570元，实际平均达到 582元；农
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为每
人每年不低于 4260元，实际平均达
到 4503元，高出全省脱贫标准 503
元，稳定实现“两线合一”，城乡低保
标准增幅分别达到 9.6%、10.4%。
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当地
低保标准的1.3倍。

织密脱贫攻坚兜底保障网。全
省 698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民
政兜底保障了 266.7 万人；11.98 万
脱贫不稳定贫困人口中，8.8万人被
纳入民政兜底保障；21.5 万贫困边
缘人口中，3.5万人被纳入民政兜底
保障。全省 2451 个乡镇（街道）全
部建立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发放
临时救助金 1.8亿元，救助困难群众
20万人次。

深化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困难
群众实现“应保尽保、应兜尽兜”。
焦作市民政局局长卜庆正介绍，焦

作市 108个乡镇（街道）、1994个村
（居）全部进行公示，畅通监督渠道，
确保社会救助过程公开透明。去
年，全省新增农村低保对象 28.6 万
人，动态管理退出13.2万人。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 ，我 省 为
2019年 12月 31日前已按规定办理
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
退休人员调整提高基本养老金，调
整幅度按照我省 2019 年退休人员
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 5%确定。此
次养老金调整共惠及全省 503.2 万
名退休人员。

省人社厅党组成员、省社会保
险中心主任王曙辉介绍，2020年调
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工作，是我
省从 2005年以来连续第 16次调整
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
平，从 2016年以来连续第 5次同步
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这次调整也实现了企
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调整办法的统一和并轨。

从去年7月 1日起，我省提高全
省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每人每年增加 60元。这是自 2009
年新农保制度建立以来，我省第6次
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
准。目前，我省参保人数已达到
5256万人，位居全国第一，参保率为

99.02%；领取养老金人数达到
1559万人，平均养老金水平

达到每人每月 116
元。③8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任娜）1月 13日，在辉县
市共济医院长寿老年公寓三分院内，
吃过早饭，53岁的辉县市赵固乡聂
桥村盲人孤寡村民老冀开始了他的
日常“工作”——唱戏，一曲《朝阳沟》
选段唱罢，听着围观“戏迷”的笑声、
掌声，老冀自己也咧嘴大笑起来。

“2020年 12月 16日上午 10点
半！”老冀十分笃定地说，这是他住
进养老院的时间，他会永远记住这
个时间，因为从这一刻起，他平生第
一次“感觉自己有了家”。

老冀，名叫冀小瞎，由于先天失

明，家里便给他取了“小瞎”这个名
字。父母去世后，不愿成为哥哥负
担的他，开始到处流浪。虽然村干
部几次劝说，可习惯了一个人的他
始终不愿意回来。

2020年，通过过筛式排查，新乡
市将全市 2.36万未脱贫人口中符合
条件的 2.33万人纳入了兜底保障范
围。像老冀一样的特困人员，有的选
择领取特困供养金在家分散供养，有
的则选择集中供养住进了养老院。

“想不到这么好！真要感谢党
的好政策啊！”老冀感慨地说，养老
院就是一个大家庭。

兜底保障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使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持续增强。2016年以来，新
乡市已连续 9次提高各类保障标准
和人均补助水平，其中农村特困人
员供养标准由每人每年 2800 元提
高到 6500元，城市特困人员供养标
准由每人每月585元提高到741元。

2020年，新乡市共保障困难群
众14.3万人，其中城乡低保对象12.8
万人，特困人员1.5万人，基本实现了

“应保尽保”“应兜尽兜”，全年共发放
困难群众保障资金 5.7亿元，有效保
障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③6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2020
年，河南粮食总产 1365.16 亿斤，总
产、单产均创历史新高。”“生猪产能
持续恢复，生猪存栏已恢复至 2017
年年末的 90%以上。”“去年前三季
度蔬菜及食用菌产量5505.41万吨，
同比增长 3.0%。”1月 13日，省政府
新闻办召开“2020年重点民生实事
落实情况”第五场新闻发布会，省农
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万里
介绍城乡居民“米袋子”“菜篮子”保
障工作落实情况。

“米袋子”“菜篮子”连着千家万
户，关乎国计民生。2020年，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我省一手抓
疫情防控不放松，一手抓粮食等主要
农产品稳产保供不动摇，始终把保障
口粮绝对安全和菜篮子产品供应作
为头等大事抓紧抓好，确保“米袋子”

“菜篮子”丰富又牢靠。
粮食生产方面，我省粮食生产

再获丰收，总产、单产均创历史新
高。粮食总产1365.16亿斤，已实现
连续 4 年粮食总产量超过 1300 亿
斤；粮食播种面积16108.19万亩，较
上年增加6.38万亩；全省优质专用小
麦达1350万亩，占比提高到15.8%，
部分品种实现规模替代进口。

在粮食收购和储备方面，2020
年全省累计收购粮食 600 亿斤，超
额完成省定目标，粮食社会库存继
续处于高位，有效发挥了守底线、稳
预期、保安全作用。目前，全省已建
立省级应急供应网点 2152个，能够
保障应急状态下的粮油供应。

民以食为天。我省严格履行省
负总责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工作
责任，立足目标任务持续推进生猪
产能恢复、产业转型，加快推进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截至 2020年年底，
全省规模以上猪场生猪和能繁母猪
存栏已连续 16个月正增长，生猪存
栏已恢复至 2017 年年末的 90%以
上，在栏在库储备猪肉 2.1 万吨，全
年外调活猪和猪肉合计折合生猪
1737万头，为保障市场供应作出了
河南贡献。禽蛋生产方面，截至去
年三季度末，全省禽蛋产量 340 万
吨，同比增长3.7%，预计全年禽蛋产
量450万吨，同比增长1.7%，市场供
应较为充足。

河南是蔬菜生产大省，蔬菜常
年播种面积 2500万亩左右，总产量
保持在 7000
万吨以上，均
位 居全国前

列。2020年前三季度，我省蔬菜及
食用菌产量5505.41万吨，同比增长
3.0%，预计全年产量高于 2019 年，
较好地满足了居民日常需求。

此外，做好“米袋子”“菜篮子”
保障工作，我省既保证量的供应，又
实现质的提升。2020年，全省农产
品定量检测10.05万批次，对生产
销售的蔬菜、水果、畜禽、禽蛋、
养殖水产品等五类食用农产
品，全面试行食用农产品合
格证制度，农产品质量安
全水平和监管能力进一步
提升，守护了百姓“舌尖
上的安全”。③6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1月 13日凌晨
5时许，许昌市建安区陈曹乡万庄村
的菜农李晓伟和同伴走进冬暖式温
室大棚采摘黄瓜。一个多小时后，
一筐筐鲜嫩的黄瓜被装上车，运往
许昌市区的两家超市。

“我们采用冬暖式温室大棚种
植反季节黄瓜，一般在每年 9 月开
始育苗，次年春节前实现黄瓜上
市。”李晓伟说，“在销售上采用直
供的方式销往市区超市，既保证了
市场供应，又收到了可观的经济效
益。”

当日上午，记者到许昌市区多
家超市和菜市场打探，看到蔬菜供
应充足，价格也比较平稳。萝卜、白
菜、韭菜、黄瓜、生菜、茼蒿等品种一
应俱全，一些绿叶蔬菜因为价格“亲
民”颇受消费者青睐。

“无论是‘菜篮子’，还是‘米袋
子’，要实现‘装得满、拎得稳’，关键
是供给要充足。”许昌市农业农村局
局长霍新发介绍，在“菜篮子”生产
方面，许昌市拥有以天和蔬菜、峰辉
盛世蔬菜、河西德欣绿色农业等为
代表的一批蔬菜种植示范企业，全
市蔬菜及食用菌种植面积达到 62

万亩，年产量超过 130万吨，能够满
足居民生活需求。

围绕“米袋子”生产，许昌市积
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集中打造“田地平整肥沃、灌排设施
完善、农机装备齐全、技术集成到
位、优质高产高效、绿色生态安全”
的高标准永久性粮田，形成了全国
平原井灌区连片规模最大、技术集
成度最高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全
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2020年，全
市粮食总产量达到 303.54 万吨，首
次跨越 300 万吨台阶，较上年增长
1.97%。③8

粮满菜全供应足

“兜底”保障380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米袋子”“菜篮子”丰富又牢靠

2020年

全省困难群众救助支出
达到 130 亿元，有力保障了
330万名低保对象、50万名
特困供养人员的基本生活

圆满完成调整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和提高城乡居民基础
养老金最低标准目标任务，惠
及 503.2 万 名 退 休 人 员 和
1559万名老年城乡居民

全省新增农村低保对象 28.6
万人，动态管理退出 13.2万人

2020年

河 南 粮 食 总 产
1365.16 亿斤，已实现连
续 4 年粮食总产量超过
1300亿斤

全省累计收购粮食 600
亿斤，超额完成省定目标

全年外调活猪
和猪肉合计折合生
猪 1737万头

2020年前三季度

我 省 蔬 菜 及 食 用 菌 产 量
5505.41万吨，同比增长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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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见证绿色发展成色：减排比
例超过 80%，绿化覆盖率达 55.5%，清
洁运输比例达82%以上……

荣誉印证绿色发展成就：“国家
3A级旅游景区”“绿色发展标杆企业”

“中国最具影响力绿色企业”“中国钢
铁工业清洁生产环境友好企业”……

“十三五”时期，安钢深入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绿色发展中
主动作为、先行先试，探索与城市、与
古代冶炼文明、与文化遗产共生共融
续传承，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与转型升
级协同共进、企业与城市和谐共生的
发展之路。

实现超低排放
追求近零排放

地处“2+26”城市传输通道，毗邻
世界文化遗产殷墟保护区，安钢可谓
是世界上发展最难的钢铁企业，没有
之一。

“绿色发展是安钢的生命线，是安
钢高质量发展、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既要企业发展、更要碧水蓝天。”安钢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利剑强调。

大手笔运作，既虑当前，更谋长
远，绿色发展步履坚实，成果丰硕。

——2015 年至 2016 年年底，在
企业十分困难的时期，安钢挤出 8亿
元开展环保治理，实现了全工序的稳
定达标排放，部分工序实现超低排放。

——2017 年，集中投资达 30 亿
元，完成了有组织排放实现超低标准
的治理目标。

——2018 年至 2019 年，再次投
资 26亿元，基本解决全流程全区域的
无组织排放问题。

——2020年，安钢追加投资12亿
元，全力创建A级环境绩效企业，当前
安钢已经全面实现全工序、全流程超
低排放。

高起点谋划，坚持“一步到位”开
展深度治理，成为行业绿色发展新标
杆。

安钢一轮轮环保提升，一个明确
的指导思想贯穿始终，即采用世界最
先进的技术、最成熟的工艺、最高水平
的装备配置，高起点抓环保提升，成为
行业绿色发展的引领者、治理技术经
得起历史检验的先行者。

——在行业普遍采用氨法、石膏法
等传统脱硫工艺之时，安钢另起炉灶、
推倒重来，全部采用当时最为先进的活
性炭技术。特别是焦炉脱硫脱硝，合作
研发出国内首创最新技术，被中国金属
学会评定为“国际领先水平”。

——在全面淘汰厂区老旧车辆的
基础上，完成燃油重卡电动化改造，并
分批购置纯电重卡，安钢成为全国第
一家改造、使用纯电重卡作为清洁运
输方式的钢铁企业，实现了厂区物流
从“达标排放”向“近零排放”“零排放”
的大步跨越。

…………
涅槃后的安钢，有组织排放下降

80%，无组织得到全面控制，清洁运输
比例达 82%以上，成为国内第一家全
干法除尘和大气污染排放消白的钢铁
联合企业，环保治理达到国际一流、国
内领先水平。

安钢的环保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

的充分肯定。2018年，国家领导人在
视察安钢时评价道：“安钢的环保工作
做得很好！”

陪同视察的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
管理司司长刘炳江汇报说：“生态环境
部原本考虑让城市钢厂全部搬迁、退
出城区，但看到安钢的环境治理效果，
实际上城市钢厂是可以与城市和谐共
存的，安钢已经做出了很好的尝试，搬
迁并不是城市钢厂的唯一选项。”

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在安钢调研指
导工作时说：“厂区宣传标语‘你若想
做好，总会找到办法’讲得很好，你们
在环保治理中想了很多办法、克服了
很多困难、取得了明显效果。”

安钢的环保经验入选《中国绿色
发展典型案例汇编》白皮书，并在“大
气污染防治企业座谈会”上作典型发
言，先后荣获“绿色发展标杆企业”“中
国最具影响力绿色企业”“中国钢铁工
业清洁生产环境友好企业”等殊荣。
央视新闻频道、新华网、人民网、《河南
日报》、河南卫视聚焦安钢，相继报道
安钢环保治理的典型经验和做法。

当前，安钢创建 A级环境绩效企
业工作已近尾声，有望在近期通过国家
A级环境绩效企业评审，成为全国钢铁
行业仅有的几家创A成功的企业之一。

标本兼治
绿色钢城绽新颜

时值深冬，走进安钢，风格迥异的
现代化厂房间，花木扶疏，白鸽长飞，
鱼儿摆尾清泉间，孔雀抖衣诱彩云。

在环保提升基础上，安钢站位保
护殷墟遗址、传承冶炼文明高度，主动

将绿色发展规划和殷墟大遗址公园规
划进行深度对接，斥资 16亿元，按照
4A级景区标准，大手笔进行绿化、美
化、亮化、硬化工程。

从 2018 年新一轮园林化工厂建
设启动至今，安钢厂区完成 20.4公里
道路修缮铺设，新增绿化及景观项目
面积约 43.6 万平方米，建成厂区特色
花园15个，种植乔灌木75.3万余株。

在安钢集团党委领导下，“自己动
手、美化家园”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
一个个新颖别致的口袋公园点缀钢
城。运输部将浓缩版江南园林搬进了
厂区；第二炼轧厂用国学智慧绘出百
米文化长廊……

“颜值”不断提升，钢城与殷墟的
融合也在逐步加深。

安钢大幅度调整厂区工艺规划，
腾退出约 40万平方米的生产线地域，
邀请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
单位清华同衡，做安钢文化旅游规划
设计。

2019年年底，安钢成功获评国家
3A级旅游景区，成为河南省第一、全
国第七家跻身旅游景区的钢铁企业。

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的冲击，前来安钢旅游的热度依旧不
减。自 2020 年 9 月正式对外开放以
来，截至 2020年年底，景区共接待游
客近 5000人。安钢也成为豫北地区
第一处工业风婚纱拍摄网红打卡基
地。

“以前我们搞环保的时候，安钢既
是一个‘金娃娃’，又是一个‘臭蛋蛋’，
扔了舍不得，治起来又难，所以当时我
们搞环保对安钢爱恨交加。可是现在
再看安钢，天蓝地绿像花园，就是不像

钢铁企业，非常震撼。”安阳市原环保
局局长郭震在参观后感慨道。

集智“循”绿
收获金山银山

2020年 11月 20日，“安钢余热暖
民工程”正式投运，安钢成为河南省第
一家实现工业余热供暖的企业。该工
程将炼铁高炉水淬工艺中的放散蒸汽
和冲渣水余热进行回收利用，输送至
市政供热管网，满足了安阳市 26个小
区近3万居民居家供暖需求。

企业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位置的财
富。“十三五”期间，安钢视环保提升和
节能降耗为一体之两翼，以节能减排为
主要抓手，坚持集成创新，成效斐然。

为解决行业内公认的焦炉荒煤气
余热回收技术难题，安钢建设完成焦
炉上升管余热回收装置，做到了在不
消耗其他蒸汽能源的前提下，对上升
管余热进行回收生产饱和蒸汽，实现
了节能与减排双赢。

这项技术属于首次在大型焦炉实
现工业化应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被
中国再生资源协会评定为“国际领先”
水平，是国家节能中心推荐的 15项重
点节能技术案例之一，年创效能力达
1400万元。

在煤气循环利用上，安钢投资 1.5
亿元，建成高炉汽拖鼓风发电机组，实
现鼓风和发电同轴快速切换，年发电
量达到3.8亿千瓦时，富余煤气得以高
效利用，实现煤气“零”放散。

投资 1.68 亿元，安钢建设完成
65MW 高温超高压煤气发电机组，年
发电量达4.68亿千瓦时。

…………
数据显示，安钢吨钢综合能耗降

低至 550千克标准煤，吨钢新水消耗
降低至 2.79 立方米，自发电比例达
60%以上，年节能能力超过 100 万吨
标准煤。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据
统计，节能减排项目年创效近 30 亿
元，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生动实践。

打造绿色、输出绿色。安钢“跨
界”进入环保装备产业，先后承建沙
钢、凤宝钢铁、东海钢铁等企业脱硫脱
硝工程，治污“治”出绿色新产业，为钢
铁行业绿色发展贡献了安钢力量。

经过安钢深入细致的工作，生态
环境部将纯电重卡纳入清洁运输范
畴，为安钢乃至整个行业打造清洁物
流、创建 A级环境绩效企业创造了良
好条件。

安钢连续 3年向国家有关部委提
出城市与钢厂和谐共处的政策建议。
2020年 10月 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以书面形式回复全国政协委员李利剑
提出的关于产能置换的提案，回复中
明确指出，鼓励城市钢厂优先选择就
地改造，使众多的钢厂避免了不必要
的搬迁，为整个钢铁行业作出了巨大
贡献。

站在交汇点，面向新未来，安钢将
一如既往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
念，既要企业发展，更要碧水蓝天，倾
力打造安钢的绿水青山，换来企业的
金山银山，实现企业与城市、社会、世
界文化遗产——殷墟的共生共融，为
美丽中国贡献安钢力量。

打造绿色发展的“安钢样本”
——安钢“十三五”发展成就巡礼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