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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林晖 王琦 孙少龙

2020年岁末，一份名为《关于持续解决形式
主义问题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情况的报告》，摆
在了出席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同志的案头。

这是继2019年之后，中央政治局再次在民主
生活会上审议有关基层减负工作情况的报告。

“党中央把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
题，为基层减负作为作风建设的重点，着力减轻基
层负担，精准施策、靶向治疗，打出了组合拳，收到
了良好效果。”

务实中肯的评价，彰显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的累累硕果。
一年来，一系列部署举措破形式主义之弊、减基层
负担之重，让基层干部日益摆脱形式主义束缚、更
加放开干事创业手脚，凝聚起担当作为、攻坚克难
的磅礴力量。

关怀备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减负工作

作风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管党治党的重要突破口。攻坚航
程行至中流，进一步聚焦到由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导致的基层负担过重问题。

时光回溯到一年多前。2019年是党中央确定
的首个“基层减负年”。这一年，解决困扰基层的形
式主义问题成效十分显著，基层干部反响热烈。

“这项工作做得不错，但不应该只是一年的事
情，已经开了个头，接下来要一直这样做下去，不
要什么时候又来个文山会海大回潮，要深化拓展
基层减负工作，让减负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当年年底的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既总结了“基层减负年”当年工作成
效，也指明了 2020年攻坚方向，由此开启了新一
年基层减负工作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深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弊非
一日之寒，从根子上减轻基层负担也非一日之功。
只有思想上高度重视，才能在行动中持续抓实抓牢。

2020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接连在两次
中央重要会议上为广大干部敲响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警钟。

2020年 1月 8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
出：“有的地方仍然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急于
求成、急功近利，增加基层负担，如此等等。”

（下转第九版）

新华社北京 1月 14日电 1月 6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美国星巴克公司董
事会名誉主席霍华德·舒尔茨，鼓励其与
星巴克公司为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和两国
关系发展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在复信中强调，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长期
艰苦努力。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将为包括星巴克等
美国企业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在华发展
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希望星巴克公司

为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作
出积极努力。

此前，舒尔茨致信习近平主席，祝贺
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即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表达其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文
化的敬意。

国际一流
就是我们的追求

——优化营商环境更好融
入新发展格局③

□冯军福

春节临近，面对严峻复杂的冬季

疫情防控形势，连日来，国家卫健委和

多个省区市发布紧急通告，倡议在工

作 地 过 节 、非 必 要 不 离 开 当

地。应该说，“就地过年”是当

前减少人员流动、降低病毒传

播的最优选项。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寄

托着在外游子的思乡情结。但

安全是过节的底线，没有安全

“打底”，又怎能过一个好节？眼下，适

逢寒冷冬季，国内疫情呈现多地局部

暴发和零星散发，人员大规模流动，势

必增加病毒传播风险。河南作为农民

工大省，每年外出务工人员超过 1000

万人，从健康安全层面考量，“就地过

年”是现实需要，更是责任所系。

疫情当前，要顾好小家，也要顾全

大局，要为自己、为家人健康考虑，也要

为他人、为社会安全负责，努力做

到不添堵、不添乱。“就地过年”并

非不过年。事实上，为了让更多

人就地过一个好年，各地政府和

企业也是拼了：有的拿出真金白

银，发红包、发补贴、发消费券；有

的提前谋划、组织活动，提供各种

暖心关怀，纾解在外游子的思乡情。用

“薪”留住人，用“心”温暖人，保障措施到

位，疫情防线守牢，这个春节虽说过得与

众不同，但胜在安全、安心。3

习近平主席复信美国星巴克公司
董事会名誉主席霍华德·舒尔茨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加强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若干制度》《河南省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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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过个平安年
——坚决筑牢疫情防控“中原防线”⑨

“通村入组”让农村“进得来出得去”

农网升级消除“低电压”“卡脖子”

蓝天多了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中国种 河南芯

大豆困局下的
河南担当

02│要闻

“豫事办”真方便
实名注册用户突破3000万

08│特刊

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1月14日
从省财政厅获悉，2020年，为支持办好
河南省重点民生实事，在财力十分紧张
的情况下，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千方百计
筹措资金708.5亿元，为兑现对人民群
众的庄严承诺提供了坚实的财力支撑。

就业是最好的经济底色，蓝天白
云是共同的期盼。2020年，我省新增
城镇再就业 110万人事项资金 37亿
元，用于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
下岗职工、农民工、返乡人员就业工
作；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事项资金
142.3亿元，重点支持工业污染治理、
燃煤污染控制、移动源污染治理、大
气环境监测监管能力建设等。

在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方面，拿
出10.2亿元用于持续推进农村电网建
设，实现平原地区农田机井通电、自然
村通动力电、中心村电网改造“三个全
覆盖”；实施农村公路“百县通村入组”
工程事项资金 48.4亿元，支持全省在

实现所有行政村通硬化路的基础上，
把农村公路进一步向自然村组延伸。

在提升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妇幼人
群健康福祉方面，提高困难群众、退休
人员生活保障水平事项资金153亿元，
确保城乡低保对象月人均保障标准分
别不低于 570元、355元，特困人员基
本生活标准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
1.3倍，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月人均提高143.5元；完善
妇女“两癌”筛查、产前筛查和新生儿
疾病筛查机制事项资金7.6亿元，用于
支持免费开展妇女一次宫颈癌筛查、一
次乳腺癌筛查和预防出生缺陷产前筛
查、新生儿疾病筛查；继续实施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事项资金3.4亿元，用于对
具有我省户籍或居住证、符合康复条
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
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开展康复救助；完
成剩余县（市）人民医院提质升级事项
资金2.9亿元，用于支持实现剩余55个

县（市）人民医院达到二级甲等以上医
院标准，提升常见病、多发病和较为复
杂疑难危重疾病的诊疗水平。

老百姓吃得如何？住得好不好？
做好城乡居民“米袋子”“菜篮子”保障
工作事项资金243.4亿元，主要用于加
强重要民生商品市场调节，做好稳价保
供工作，落实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价格
补贴联动机制；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提质事项资金54.7亿元，支持完成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76万户；加快建设农村
教师周转宿舍事项资金5.6亿元，用于
解决特岗教师、支教交流教师和离城镇
较远的农村教师住宿问题。③6

我省去年“重金”
保障重点民生实事708.5亿元！

2020年河南省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

初心是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本报记者 柯杨 胡巨成

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低温凝固了山山水水，却冻不住人的脚步。
1月 7日，光山县晏河乡帅洼村党支部书记胡善信，带着 3名大学生村干部，看老乡、

看芍药园、看正在建设的培训中心，一天接打电话百十个，忙得身上热气腾腾。
他把这些年带领全村人从穷到富的体会，边走边讲给年轻人听。这些在他心里翻腾

了无数遍的思考，正是一名基层党员干部对乡亲的“土味情话”——
（下转第五版）

有没有信仰，干出
来效果不一样

把村当家去经营，把村民
的事当父母的事去办

不光要往富里过，
还要往美里过

●

●

●

●做好城乡居民“米袋
子”“菜篮子”保障工作
事项资金 243.4亿元

●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提质事项资金 54.7
亿元

●新增城镇再就业110
万人事项资金 3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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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

市场主体的兴衰、生产要素的聚

散、发展动力的强弱。新发展阶

段的区域竞争，更多是体制机制

层面的竞争，是营商环境的竞争。

河南省援冀医疗队抵达石家庄
本报记者连线队长乔伍营 03│要闻

□陈慧 阮洁

“农信社解决了我的就业问题，现
在我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母亲治病有
来源了，弟弟上学也不愁了，感谢农信
社这只吉祥的‘金燕子’”。延津农商
银行新入职的贫困大学生申倩在接受
采访时，眼里噙着泪花……

据了解，2020年以来，像申倩这样
被农信社特别关注、吸纳入职的贫困
学子，有 1000 名。申倩口中的“金燕
子”指的就是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在
中原大地上，农信社这只特别的“燕
子”，总是不知疲倦，飞入千家万户，为
群众捎去温暖和喜悦。

作为全省机构网点最多、服务区
域最广、员工数量最多、存贷款规模最
大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河南省农信社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
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党建高质
量推动发展高质量，守牢支农支小支
微的战略定位，持续加大对农业农村

重点领域的信贷投放，为农村经济进
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金融支持。

攻坚：脱贫攻坚的农信力量

时间的指针回拨到 2016年，党中
央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角甫一吹响，
农信社迅即行动，许下五年内向 53个
贫困县投放1000亿元贷款的诺言。

以行践诺。五年后，一组数据令人
动容：仅2018年到2020年这三年，全省
农信系统对53个贫困县各项贷款余额
净增1439亿元；扶贫小额贷款历年累放
240.5亿元，占三家主责任银行投放总额
的 78%；精准扶贫企业贷款历年累放
533亿元，支持带贫企业4100多家……

夯实“责任链”，以真金白银真扶
贫。省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王勇任组长的
金融扶贫领导小组统筹指挥全省农信社

扶贫工作，1万多名客户经理深入贫困户
家庭走访调查、采集信息、建档授信，分
片包干全覆盖，累计走访贫困户140余
万户，累计帮扶贫困人口417.7万人次。

2020年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农信社创新推
出“就业扶贫”模式，在面向社会招聘的
4300个岗位中，专门拿出1000个岗位
专项招聘贫困家庭大学生，为保就业、
保民生、防返贫作出积极贡献。

创新：乡村振兴的农信探索

善举可“变现”，积分能贷款，说起
来算个稀罕事，但济源金河村村民老
崔已凭借农商银行的“农户道德积分
贷”尝到了甜头。

无需抵押担保、纯信用的“农户道
德积分贷”是全省农信社系统加强产品

创新的一个缩影。在确山，农商银行为
制琴企业量身定制“红色琴音贷”；在正
阳，农商银行助推“正阳花生”在渤海商
品交易平台上市，成立“花生银行”，探
索花生全产业链扶持模式。

截至 2020年年末，全省农信社涉
农贷款余额 8603亿元，占自身各项贷
款的 83.26%，占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
涉农贷款总额的近40%。

在农信社助推乡村振兴的大棋局
上 ，“党建+金融”服务模式已落下重
要一子。省农信联社指导市县行社与
地方党委政府结成乡、村、组三级“党
建+金融”联盟，将党的组织优势、群众
优势与农信社的资金优势、平台优势
充分结合，有效解决了乡村振兴“谁来
干”和“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开辟了一
条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目前，“党建+金融”模式已在新乡
全市推广，其他试点行社正在积极探
索。周口太康农商银行大力开启“党
建+金融”全民授信，为县域 65万余名
群众进行精准预授信，授信金额达480
多亿元，得到了党委政府和群众的高
度认可。截至 2020年年末，全省农信
社已签约789个乡镇（街道）党（工）委、
11572个村党支部、6793个村党小组。

前进：新征程上的农信决心

五年，不过时间长河中的一瞬间，
在奋斗者的足迹中，却不断闪耀着高
光时刻，绽放出绚丽“芳华”。

这五年，资金规模实力快速壮
大——全省农信社存款相继击破 1万
亿元、1.5万亿元大关，贷款突破1万亿
元，存贷款余额分别占全省银行业金

融机构的 20.67%、16.44%，均居全省
首位。

这五年，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推
进——全省农信社 138家法人机构中
已挂牌开业的农商银行超过 100 家，
各市县行社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风
险防控意识明显提升。

这五年，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显著
增强——尤其是面对疫情“大考”，我
省农信社坚决落实“六稳”“六保”任
务，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
款近四成来自农信社。

以行动坚守为民初心，用奋斗书
写时代华章。站在“十四五”的新起
点，全省上下正阔步迈向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
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河南省农信
社将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继
续坚持以党建高质量推动发展高质
量，锚定支农支小支微、服务实体经济
的定位和方向，全力谋划好“十四五”
发展规划，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河
南建设中奋勇争先、更加出彩！

根系“三农”沃土 续写共进华章
——河南省农信社以党建高质量推动发展高质量强力助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光山县晏河乡帅洼村美景醉人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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