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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河南省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⑦

本报讯（记者 祁思元 通讯员 吴伟）“以前只有
一条 3米宽的小路通向村外，收货的大车进不来。
现在进村的主干道拓宽到 6米，车能直接开到桑棚
边。”1月 13日，家住洛阳市嵩县纸房镇马驹岭村的
郭虎堆笑得合不拢嘴。

“道路通了，资源、资金、人流、物流才会通畅，产
业才能通畅，正所谓‘一通百通’。”马驹岭村村委会
主任周跃民感慨道，自2019年通村入组道路全部完
成硬化，客运班车实现全覆盖，马驹岭村不仅和洛阳
阡陌桑田公司签订了协议，还盘活 2000多亩土地，
用于发展种桑养蚕产业和艾草产业，为村民脱贫致
富提供了有利条件。

马驹岭村的蝶变，是洛阳市推进农村公路建设
助力脱贫攻坚的缩影。截至2019年年底，洛阳市农
村公路里程已达 1.6 万公里，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
和建制村 100%通硬化路、100%通客车。2020 年
以来，该市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建设 1208公里，截至
去年年底，全市自然村通硬化路率达 95%，20户以
上自然村通硬化路率达 98%，有效打通了农产品产
销运输“最先一公里”和城乡配送“最后一公里”。

在加快推进农村公路“百县通村入组”工程的同
时，洛阳市持续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全市
现有国家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2个，省级“四好农
村路”示范县3个，市级“四好农村路”示范乡（镇）33
个，有效畅通农村公路“微循环”，形成“产业路”，提
升“旅游路”，为群众致富奔小康架起了桥梁。③4

本报讯（记者 宋敏）“2020年，全省共
新增1.69万个自然村通硬化路，占年度目
标的 113%，全省自然村通硬化路率达
89%以上，超额完成年度任务。”1月14日，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0年重点民生实事
落实情况”第六场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唐彦民介绍农村公路

“百县通村入组”工程实施情况。
“百县通村入组”，即实现20户以上具

备条件的自然村通硬化路全覆盖。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在2019年实现全省所有建
制村通硬化路目标的基础上，全面实施农
村公路“百县通村入组”工程，并连续两年
纳入省重点民生实事。

随着“百县通村入组”工程的深入推
进，全省农村公路通达深度、网络化程度和
通畅水平明显提升。两年来，我省累计新
改建农村公路2.4万公里，新增2.97万个
自然村通硬化路，新安等 84个市县实现
20户以上自然村全部通硬化路。农村地
区实现“进得来、出得去、行得通”，农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农村公路既要建好，更要管好、护好、
运营好。我省持续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
量发展，累计创建“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
县43个，其中国家级示范县10个，数量全
国第一。随着“四好农村路”示范创建持续
推进，农村路网不断完善，带动促进了农村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农村
公路成为乡村振兴的“加速器”。

改善民生的农村公路凝聚了民心，各
级交通公路部门在原始调查、线型走向等
方面，充分征求乡村干部和广大群众意
见。同时，坚持落实“七公开”制度，发挥群
众监督作用，增强群众参与度和话语权，使
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农村公路发展的参与
者、监督者和受益者。

“我们把农村公路‘百县通村入组’工
程作为全省交通运输工作的重中之重，在
政策上予以倾斜，在人力财力上加大投入，
在方式方法上不断创新。”唐彦民说，2020
年，全省农村公路建设完成投资121.5亿
元。市县政府和省直有关部门的大力投
入，确保了民生工程年度目标任务的圆满
完成。

据了解，2021年，我省将继续加大投
入，年内确保完成9000个自然村通硬化路
目标，基本实现全省20户以上具备条件的
自然村全部通硬化路。同时，我省将出台
《加快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加快构建广覆盖、深通达、高品质
的农村交通运输网络，实现城乡客运均等
化、农村物流便捷化、产业运输融合化，全
力推动农村公路高品质建设、高效能管理、
高质量养护和高水平运营，实现农村公路
从“有”向“优”迈进。③4

本报讯（记者 成利军）“以前冬天用煤取暖，煤
气味儿重空气差，还不安全。如今用电取暖，干净安
全又暖和，而且电费也不贵。”1月 14日，济源承留
镇北石村居民王素娥在暖意融融的家里开心地说。

居民安全取暖、舒心过冬的背后，是济源农村电
网的逐年精准投资和高质量建设。“‘十三五’期间，
济源配电网投资 7.77亿元，其中农村电网投入就达
6.77亿元。”国网济源供电公司配电网管理部负责人
王中州说。

2016年，济源紧抓国家新一轮农网改造机遇，
实施了565项配电网项目，户均配变容量由不足1.0
千伏安提升至 3.0千伏安以上。2017年，济源再次
加大投资，先后完成农村地区1256项配网优化完善
工程，为农村农副产品加工、规模养殖、手工作坊等
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电源支撑。2018年至 2020
年，济源连续实施农村“煤改电”工程，受益群众近
6.67万户，既确保了取暖用电需求，也满足了生产生
活和产业发展需要。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济源率先在全省完成了
271项井井通电工程，实现1457眼机井“一井一表、
一表一卡、插卡用电”，受益农田达11.28万亩。

在完善的农村电网助力下，济源的城乡一体、乡
村振兴、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等均实现了长足发
展，“十三五”期间，济源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6年的 15540元增至 2019年的 20235元，位居
全省第二。③4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龚鸣）“天气这么好，怎么
不见有人在朋友圈晒蓝天了？”1月 12日，放假归来
的三门峡市民张女士经过网上预约、扫健康码、测体
温，和朋友一起进入三门峡市天鹅湖城市湿地公园。

“你在外地不知道，这两年三门峡的蓝天不用在
朋友圈里看，抬头就能看见了。”张女士的朋友说。

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三门峡市空气优良天数达
到268天，保持在全省前列，灵宝市、渑池县、陕州区、湖
滨区成功获得年度“中国天然氧吧”称号。污染防治攻
坚战三年行动计划圆满收官，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持
续下降，优良天数逐年增多，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从微信朋友圈“消失”的蓝天，离不开另外一群
人的努力。2018年 8月，三门峡市邀请中科院专家
团队进驻，组建“跟踪研究”科研团队，构建空气质量
预测预报系统，为精准管控大气污染提供技术支撑。

突出科学治理，发动社会共治，坚持调整管控并
重，走绿色发展之路。2020年，三门峡市委常委会、
市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12次，市
领导同志召开各类会议20余次、调研督导30余次，
印发《2020年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及重点
工作任务责任清单》等文件，解决突出问题。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门峡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市全面抓好大气
污染管控，科学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打好“蓝天保
卫战”，让绿色成为三门峡发展最鲜明的底色。③8

（本版制图/刘竞）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2020年我省
多项环境空气质量指标达到近年来最高水
平。”1月14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0
年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第八场新闻发
布会，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焦
飞宣布。

2020年全省PM10、PM2.5年均浓度
分别为83微克/立方米、52微克/立方米，
比上年分别下降13.5%、11.9%，PM2.5浓
度连续 5个月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
准；气态污染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
化碳年均浓度分别为10微克/立方米、30
微克/立方米、1.5毫克/立方米，比上年分
别下降9.1%、11.8%、16.7%。

2020年是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
计划决战决胜之年，河南省各级各部门统
筹疫情防控、经济发展和污染防治工作，强
力推进，圆满完成了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目标任务，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蓝天明显增多，2020年全省环境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 245 天，占比达 67%，比
2019年增加52天。优良天数为2015年
以来最多。

污染天数减少，2020年我省消除了春
夏秋三季重度污染，冬季重度污染天数也显
著下降。全年轻度污染的天数有88天，比
2019年减少34天；中度污染的天数有20
天，比上年减少7天；重度污染的天数有11

天，比上年减少9天；严重污染的天数有1
天，比上年减少1天。

反映空气质量的多项指标改善幅度
大，在全国也较为亮眼。2020 年，全省
PM2.5、臭氧、一氧化碳、优良天数4项指
标改善幅度在京津冀及周边省份中均为最
大。全省优良天数增幅为全国最大，比全
国均值多35天。在全国337个城市中，优
良天数增幅前10名的城市有7个在河南
省，全国优良天数增幅前4名的城市均在
河南。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
名中，郑州市成功退出后20名。

全省空气质量达标县（市）越来越多。
2020年，栾川县、汝阳县、洛宁县、嵩县、新
县、商城县、淮滨县等9个县环境空气质量
达到二级标准，较上年增加7个县。

蓝天一天天增多，老百姓优良空气的
获得感、幸福感增强，离不开这些年来我省
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我省逐步建
立完善排名考核、生态补偿、调度推进、环
保督察等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机制，持续推
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用地结
构优化调整，深入开展“三散”治理、工业企
业深度治理、移动源污染治理、农业领域燃
煤治理、烟花爆竹禁放等治理行动，推动全
省排污单位一体化专项执法、涉挥发性有
机物专项执法等多个执法行动，不断拓展
污染防治的深度和广度。③8

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 1月 14
日从省财政厅获悉，该厅近日分配下
达 2021 年中央财政资金 46.2 亿元，
用于补助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据介绍，该项资金主要用于三个
方面：一是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按照

“保基本”的原则，重点支持2000年以
前建成小区的基础类改造内容；二是
公租房保障和城市棚户区改造，主要
用于向符合条件的在市场租赁住房的
城镇住房保障家庭发放租赁补贴，以
及城市棚户区安置房建设等支出；三
是郑州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试点，支
持该市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
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据统计，“十三五”时期，省财政通
过争取中央财政补助、省级预算安排
等渠道共筹措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
金 568.12 亿元，支持全省开工建设
196.23 万套棚改安置房，120余万户
棚户区居民“出棚进楼”；完成6233个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惠及群众 82.3万
户；支持郑州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共
筹集5.6万套租赁住房房源，培育了13
家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③8

本报讯（记者 卢松）严寒天气，如
何保障困难群众温暖过冬？1 月 13
日，记者了解到，省民政厅联合省财政
厅已于去年年底提前下拨 2021年困
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75.9亿元，统筹
用于城乡低保、特困救助供养、临时救
助、流浪乞讨救助，以及孤儿和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的基本生活保障。

近期，省民政厅要求对新审批通
过的救助对象，加强协调，特事特办，
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困难群众
手中。同时，还组织开展“寒冬送温
暖”活动，加强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工作，对救助服务机构进行摸
底排查，加大寻亲力度，帮助他们早日
回归家庭，确保救助对象和救助机构
安全稳定。

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处长蔡茜介
绍，各级民政部门密切关注物价波动情
况，适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
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按时足额发放价
格补贴，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水平不因物价的上涨而降低。

据悉，我省加强公开公示，加派应
急值守工作力量，保持救助热线24小
时畅通。全省 5.19万个村（居）委会，
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组织开展
困难群众走访慰问和摸底排查，重点
做好困难老年人、留守妇女和儿童、困
境儿童、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的救
助帮扶工作。

此外，省慈善总会发起“慈善敬
老 衣暖人心”活动，向全省集中供养
特困老人赠送棉衣，目前已公开募集
善款750万元。省、市、县三级慈善会
将克服部分省区疫情反弹、供货渠道
不畅等不利因素，想方设法采购棉衣，
力争赶在春节前让老人们都能穿上新
棉衣，过个暖和年。③8

本报讯（记者 谭勇）冬季取暖，莫
忘安全。记者 1月 13日从省应急管
理厅获悉，省政府办公厅日前专门发
出通知，要求在全省组织开展取暖安
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
一氧化碳中毒等事件发生，确保人民
群众冬季取暖安全。

通知要求各地对使用木材、木炭、
煤气等取暖的居民住所进行全面排
查，切实做到取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全覆盖、不留死角。应急管理、卫生健
康、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对生产使用
危险化学品企业的监督检查和监测；
气象部门建立健全气象预警机制，加
强对有关气象要素变化及可能带来影
响的观测和分析；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加强对城镇燃气和集中供热管网的安
全管理，加强日常巡检维护和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严格执行地下有限空间
作业操作规程，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通知强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非法干预电力调度，决不允许发生人
为断供情况。

省应急管理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
省将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各地要制定完
善居民冬季取暖应急处置预案，确保发
生问题后及时有效处理，最大限度减少
人员伤亡，切实筑牢冬季取暖安全屏
障，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③6

本报讯（记者 宋敏）1月14日，省政府
新闻办召开“2020年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
况”第七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
到，2020年，我省共完成4311个配电台区
升级改造，为省政府确定任务的144%，解
决了2000个行政村20万户供电质量不高
问题。

电力与群众生活紧密相关。在省发
改委统筹指导下，在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
大力支持配合下，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把
加快农村电网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强力推动。2020年，我省投资16.3亿
元完成4311个供电质量不高的配电台区
改造，共新建改造 10 千伏及以下线路
6895千米，新建改造配变容量 108.87万
千伏安，农村供电质量持续提升。

我省农村电网建设改造已连续6年纳
入省政府重点民生实事。尤其“十三五”期
间，我省农网实现了“六个全覆盖”：110千
伏变电站覆盖所有产业集聚区，35千伏变
电站基本覆盖所有乡镇，动力电覆盖所有
自然村，光纤通信覆盖所有站所，智能电表
覆盖所有电力客户，平原地区机井通电实
现全覆盖，农网供电能力、智能化水平等主
要指标跃升至全国平均水平。

通过农村电网改造，消除了用电“低
电压”和供电“卡脖子”问题，低电压台区
数量同比降低43.91%、10千伏线路停运

率同比下降 33.85%，低电压投诉同比降
低 51.45% 、频 繁 停 电 投 诉 同 比 下 降
89.59%，人民用电满意度大幅提升。同
时，满足了近年来我省农网年均10%的用
电增长需要，有效服务了广大农村招商引
资、发展地方经济、百姓生活水平提升。
2017年至2020年，我省累计完成510万
户“煤改电”配套电网建设，有力服务了大
气污染防治；2016年至 2020年，我省集
中完成了超过 40万眼农田机井通电任
务，受益农田达2000万亩，助推了粮食稳
产高产。

2020年农村电网建设任务点多、线
长、面广，推进难度较大。在安排年度电网
建设改造资金和项目时，省电力公司持续
向落后地区倾斜，加大扶持力度；在推进项
目实施中，细化分解任务并建立工作台账，
坚持疫情防控和工程建设“两手抓、两不
误、两促进”，攻坚克难全力推进民生实事
配套电网工程建设；推广工厂化预制、机械
化作业等施工新模式，提升施工效率和工
艺质量，并确保工程竣工后及时投运、尽早
发挥效益，切实惠及民生。

2021年，我省将继续加大电网投入，
推动农村电网提档升级，完成5000个配电
台区升级改造，新建改造10千伏及以下线
路5000千米，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
进，提升百姓幸福感和获得感。③6

46.2亿元财政资金
支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75.9亿元补助资金
救助困难群众

我省开展冬季取暖
安全风险隐患整治

路通民心畅

农网改造惠民生

“通村入组”让农村“进得来出得去”
2020年河南省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⑥

2020年河南省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⑧

农网升级消除“低电压”“卡脖子”
相关新闻

相关新闻

蓝天多了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消失”在朋友圈里的蓝天

●2020年全省农村公路建设完成投
资 121.5亿元

●2020年全省共新增 1.69万个自然
村通硬化路，占年度目标的 113%

●2019年以来，我省累计新改建农村
公路 2.4万公里，新增 2.97万个自然
村通硬化路

●截至 2020年，累计创建“四好农村
路”省级示范县 43个，其中国家级示
范县 10个，数量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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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我省共计完成 4311个配
电台区升级改造，为省政府确定任务
的 144%，解决了 2000个行政村 20
万户供电质量不高问题

●2020年我省投资 16.3亿元，共新建
改造 10千伏及以下线路 6895千米，
新建改造配变容量108.87万千伏安

●2017 年至 2020 年我省累计完成
510万户“煤改电”配套电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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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省PM10、PM2.5年均浓
度分别为83微克/立方米、52微克/立
方米，比上年分别下降13.5%、11.9%

●2020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45天，占比达67%，比2019年增加
52天，优良天数为2015年以来最多

●全省优良天数增幅在全国最大，比全
国均值多35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