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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稳健前行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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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敏

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对于锚定“两个确保”、推进“十
大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交通
运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是现
代化的开路先锋。如何实现“稳中求
进”，推动河南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1月 3日，记者对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
记、厅长徐强进行了专访。

“建设交通强省，是省委、省政府
立足省情、着眼全局、面向未来作出的
重大战略决策，是我们做好新时代交
通运输工作的总抓手。”徐强说，“十四
五”期间，全省交通基础设施计划投资
9400亿元，完善提升“米+井+人”字形
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基本建成“1+3+
4+N”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构建高质
量、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到 2025

年，高速铁路（含城际铁路）营运里程
突破 2600 公里，民航机场形成“一枢
多支”运输机场布局，高速公路通车里
程突破 1 万公里，内河航道里程达
2000公里以上，新改建普通干线公路
3000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4万公里。

众所周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具有施工周期长、投资规模大、用工范
围广等特点，可以有效带动投资、增加
就业、激活市场。“我们将持续发挥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拉动作用，为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徐强说，
2022年全省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计
划投资1200亿元以上，比2021年增长
20%。具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巩固提升河南综合交通地位。
实施高速公路“13445工程”，计划投资

1000亿元，确保安罗高速上蔡至罗山段
等 15个项目建成通车，新增通车里程
800公里以上，总里程达 8000公里以
上。同时，实施普通干线公路“畅通畅
连”工程、农村公路“提档提质”工程、内
河水运“通江达海”工程。二是加快推动
优势再造战略实施。改变以建设为主的
发展思路，以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
依托，以综合交通枢纽为切入点，以交通
物流为支撑牵引，创新要素集聚和产业
组织方式，培育发展枢纽经济，将交通运
输作为生产、消费衔接纽带和现代流通
体系的基础支撑，努力推动河南交通区
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三是全面
完成灾后恢复重建。对照规划时间节
点，加快项目实施，规范资金使用，强化
安全质量管理，2022年年底前，1501个

公路灾毁恢复重建项目全部建成，全省
公路路容路貌、通行能力、服务水平恢复
或超过灾前水平。同时，谋划一批既管
当前、又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全面增强交
通网络韧性和防灾减灾能力。四是持续
推进智慧绿色发展。注重科技创新赋能
交通发展，推进智慧公路、智慧枢纽等项
目建设，提升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数字化
水平。坚持绿色生产、绿色技术、绿色生
活、绿色制度一体推进，构建生态化交通
网络，推广高效运输组织方式，促进大宗
货物“公转铁”“公转水”，建立健全绿色
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助力黄河生态廊道
建设。

“下一步我们将主动加压，加快优
势再造、数字转型、绿色发展，实现
2022年交通运输发展‘开门红’‘全年
红’，向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交上
一份合格答卷，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徐强说。③9

稳中求进推动河南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访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徐强

奋进新征程 豫见新气象豫见新气象

本报讯 学习会议精神，贯彻省委
部署，加压奋进，推动河南经济向更高
轨道跃升，连日来，全省各地党员干部
认真学习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暨省委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表示要锚定“两个
确保”，坚持稳中求进、真抓实干，奋力
开创现代化河南建设新局面，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为我们做好今后一个时期
的工作提供了路线图和任务书。”驻马
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金冬江表示，
下一步，要认真学习会议精神，贯彻落
实好省委各项部署，紧密结合驻马店
实际，坚持工业强市、产业兴市不动
摇，滚动推进“三个一批”重大项目，进
一步深化“万人助万企”活动，加快发
展动力转换，着力补齐高质量跨越发
展短板。同时要加强研究、精准推进，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金融服务能
力，加快推动优势转换，进一步培植区
域竞争力。

“会议强调要固根基、扬优势、补
短板、强弱项，推动经济向更高轨道跃
升，这为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指明了方
向。”安阳市委常委、龙安区委书记李
可表示，下一步，龙安区将按照“工业
强区，开放兴区，建设城乡一体、美丽
宜居新城区”发展思路，锚定目标、苦
干实干、奋勇争先、出色出彩，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
出系统部署，我们要躬身入局，主动担
当尽责。”范县县委书记赵丽玲表示，
下一步，将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
放在实体经济上，不断强支撑、增动
能、快冲刺、提能级，坚持“工业强县”
战略，积极延链补链强链，在已形成的
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产业
集群基础上，谋划实施聚碳新材料科
技园等一批占据中高端、关键环的重
大项目；坚持创新为上，实施创新龙头
企业树标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科

技型中小企业评价“三大行动”，支撑
产业转型发展。

“会议为新发展格局下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振奋人心、催
人奋进。”郏县县委书记王景育说，将
大力实施“工业立县、产业强县”战略，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坚定不移做大做
强县产业集聚区平台，努力打造装备
制造、医用制品两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和绿色食品 50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发展壮大郏
县红牛国家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强
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施老旧街区、
背街小巷改造提升行动，完善农村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加快形
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

“会议为我们做好 2022年工作指
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鹤壁宝
山经开区工委书记徐习海表示，该区
2022年将以“建设中国化工材料新城、

创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一发
展目标统揽全局，持续做好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营商环境三项重点工作，坚
守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两个底线，突出
抓好创新平台建设这一核心。

“会议明确了农村农业发展的努
力方向，我们要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乡村建设等全面展开工作，推进乡
村振兴。”济源思礼镇党委书记卢向阳
说，“2022年，我们将一手抓省级乡村
振兴示范镇建设，坚持项目为王理念，
围绕工业转型升级、文旅产业发展、基
础设施建设，精心实施好金银深加工、
镇村路网等推动高质量发展、改善民
生的重点项目；一手抓‘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引领党员干部提升能力、优
化作风，开拓有为、善作能为。”③8

（记者 谢建晓 杨晓东 张建新
赵振杰 樊霞 陈晨 成利军 祁道鹏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蒋晓
芳 赵阿娜）

全省各地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奋力开创现代化河南建设新局面

1月 4日的洛阳艮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角。据了解，该公司
产品涉及智能钢筋加工机器人系列设备、液压凿岩机系列设备和空压机系
列设备等，畅销国内及东南亚市场。⑨6 郑占波 许建军 摄

本报讯 1月 4日，按照省委、省政
府“三个一批”工作部署，我省各地在分
会场举行第三期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开
工、投产仪式，以抓项目、促投资、增动
能的一系列新举措、新进展、新成果，推
动经济工作开门红、全年红。

开封 共有25个项目集中签约，总
投资 187.7 亿元，涵盖先进制造业、节
能环保、新材料等领域。其中，10亿元
以上项目 4个，50亿元以上项目 1个。
本次开工重大项目56个，总投资416.8
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245.9亿元。

平顶山 集中签约项目26个、总投
资135.33亿元，侧重于产业延链补链、
综合带动能力强的项目；集中开工项目
57个，涉及产业转型、基础设施、生态环
保等多个领域，总投资达 368亿元；投
产项目49个，总投资达209亿元。

鹤壁 共有 117 个项目参与本次
“三个一批”活动，总投资 807 亿元。
其中，“签约一批”项目 27个、总投资

204亿元，“开工一批”项目41个、总投
资230亿元，“投产一批”项目49个、总
投资 373 亿元。项目涵盖电子电器、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新基建等领域。

新乡 本次共有161个项目签约，总
投资755.6亿元；62个项目开工建设，总
投资271.7亿元；59个项目实现投产，总
投资200.5亿元。2021年，该市实施亿
元以上项目 1092个，完成投资 1406.9
亿元，有力促进了全市经济稳中向好。

焦作 此次共签约项目36个、总投
资199亿元。开工项目104个、总投资
345.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73亿元，涵
盖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
务业、新型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等多个领
域。投产项目68个、总投资219.9亿元。

濮阳 共有 67个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总投资 362.7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94.5亿元。其中，20亿元以上项目 4
个，10亿—20亿元项目 3个，5亿—10
亿元项目 8 个，1 亿—5 亿元项目 52

个，涵盖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数字经济、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

许昌 集中签约项目23个，总投资
139.4亿元；集中开工重大项目 32个，
总投资 166.1亿元；投产项目 33个，总
投资 102.9 亿元。项目涉及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社会民生等领域，对
稳定经济运行、加快产业转型、改善人
民生活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漯河 集中签约项目16个，总投资
58.5亿元。集中开工重大项目 85个，
总投资 384亿元。集中开工重大项目
质量高、投资体量大、发展前景好，将
有力推动该市产业转型升级、城市能
级提升、民生福祉增进。全市投产项
目42个，总投资114.5亿元。

三门峡 集中签约34个项目，总投
资 237.7 亿元。本次开工项目共计 53
个，总投资 287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50.6 亿元，项目涵盖先进制造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其中，100亿元

以上项目 1个，20亿元以上项目 2个，
10亿元以上项目5个。

商丘 本次共签约31个项目；开工
项目67个，总投资603亿元；投产项目
79个，总投资 366亿元。这些项目涵
盖了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新基建、
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将不断
推动该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经济
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驻马店 集中签约项目20个，总投
资151.9亿元，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5
个，项目涵盖生物医药、农产品加工、
装备制造、环保新材料等多个领域。
此次集中开工项目68个，总投资513.5
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42个，总投
资282.8亿元。③5

（记者 龚砚庆 张建新 陈晨 李
虎成 陈学桦 赵振杰 王平 卢松 王
小萍 李凤虎 杨晓东 祁道鹏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钱程 王冰珂 蒋晓芳
袁楠 成安林 王雪红 刘梦珂）

我省各地第三期“三个一批”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开工投产

以项目建设开年 确保起好步

信阳港·淮滨中心港区开航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刘宏冰）1月 4日上午，新建
成的信阳港·淮滨中心港区正式开航。

信阳港·淮滨中心港区濒临淮河
主航道，可常年通航 1000 吨至 3000
吨船只，是河南省通江达海距离最近、
最快捷的港口，也是规划建设的信阳
淮滨临港经济区的核心工程。

信阳港·淮滨中心港区项目占地
约 1500 亩，前有港口,后为物流园。
港口设计20个泊位、年吞吐量2080万
吨，物流园占地900亩，是省内最大的
综合性单体港口和综合性物流园区。

已建成投用的一期工程总投资
13.09亿元，前方码头设计12个千吨级
泊位，年吞吐能力达 1080万吨；后方
物流园区由办公区、堆场、仓库等组成。

信阳港·淮滨中心港区周边集疏
运体系完善，构成了独有的公铁水一
体化多式联运体系。同时，信阳明港
机场和正在推进的潢川机场也近在咫
尺，可实现公路、水路、铁路、航空运输
的无缝衔接，为全省“流通贸易型”县
域经济发展树立新标杆。③6

（上接第一版）要把“三个一批”与“万
人助万企”紧密结合起来，为项目建
设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精准服务、高效
服务、优质服务。

五要锻造能力作风，以项目建设
为练兵场赛马场大考场。各级各有关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扑下
身子、靠前指挥。要围绕项目建设，开
展大培训大练兵，不断提高用好国家
政策的能力、推动改革创新的能力、强
化要素保障的能力、解决具体问题的
能力。要强化结果导向，把项目建设
作为硬指标、硬任务、硬考核，建立台
账、挂图作战，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
开工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达效。

楼阳生强调，省两会召开在即，春
节即将到来，要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
维，牢牢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以科学精准有力有效措施，守牢入境、
入豫两道门，把防线前移，把关口内
置，立足于早，主动防控、精准防控，确
保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在最
短时间内圈住封死扑灭疫情燃点。要
抓实安全生产和社会治安，加强各类
风险防控，抓好困难群众帮扶，做好节
日市场保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王凯指出，要迅速行动抓早抓
实，围绕全年目标任务靠前发力，加
快“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实施，积极
争取更多专项债券额度并尽快落实
到项目，提高土地供应效率，加快项

目建设进度，争取工作主动。要强化
工业投资支撑，着力提高工业投资占
比，加快实施一批补链强链延链项
目，力争落地一批央地合作项目，抓
好新基建项目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拓展投资新空间。要全
面推行月调度、施工和要素保障白名
单、核查三项制度，保障重大项目高
效有序推进。要落实“三个一批”项
目建设活动评价办法，定期考核通
报、兑现奖惩，强化以实绩论英雄，进
一步营造干事创业、比学赶超的浓厚
氛围。

楼阳生、王凯等参观了我省“十三
五”重点项目建设成就展，到哈工大郑
州研究院施工现场参加开工活动，听
取项目情况汇报，到鲲鹏小镇查看小
镇运营情况，与入驻企业负责人亲切
交流。楼阳生指出，要创建平台、创优
环境，探索省校合作新模式、招才引智
新样板。要结合“智慧岛”等平台建
设，提升科创平台运营能力，提高全周
期服务水平，培育引进更多市场化、专
业化、国际化运营团队。

孙守刚、费东斌、陈星、徐立毅、
何金平在主会场出席。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和各县
（市、区）同步举行“三个一批”项目建
设活动。据统计，全省集中签约项目
460个，总投资 3514亿元；开工项目
860个，总投资 5956亿元；投产项目
790个，总投资3640亿元。③7

以项目建设为硬指标硬任务
推动经济工作开门红全年红

（上接第一版）
具体工作中，我们统筹推进固根

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以稳保
进、以进促稳。固根基，就是把稳增
长作为头等大事，持续开展“万人助
万企”等活动，全力稳住经济运行、稳
住市场主体、稳住民生底盘、稳住社
会大局。扬优势，就是巩固提升已有
优势，加快培育新的优势，充分发挥
后发优势。补短板，就是抓住堵点痛
点，聚焦“卡脖子”问题集中攻关，不
断补链强链延链，提升经济核心竞争
力。强弱项，就是一手抓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一手抓乡村振兴。

近年来，河南坚定不移扛稳粮食
安全重任。2021 年，全省上下全力
抓好灾后农业恢复生产，全年粮食产
量达到 1308.8 亿斤，克服土壤偏湿、
机械作业难等不利因素，做好秋播秋
种，麦播面积与正常年份相当。

2022年，在抓好农业生产、保障
农产品供给安全上，我们将突出以下
方面：一是落实藏粮于地，抓好耕地
保护和地力提升两个关键。二是落
实藏粮于技，抓好种业振兴和农机装
备两个要害。三是推进“三链同构”，
抓好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两个重点。

把创新摆在发展的逻
辑起点

记者：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

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当前河南省

推动创新发展的主要着力点有哪些？

楼阳生：我们把创新摆在发展的
逻辑起点、现代化河南建设的核心位
置，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
系，大力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
才强省战略，成立省科技创新委员
会，奋力建设国家创新高地、成为重
要人才中心，坚定走好创新驱动高质
量发展这个“华山一条道”。

着力建设一流创新平台。重塑省
实验室体系，2021年嵩山实验室、神
农种业实验室、黄河实验室和10家省
产业研究院、8家省中试基地挂牌运
营，2022年将再布局一批省实验室和
10家左右省产业研究院、中试基地。

着力培育一流创新主体。引导创
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支持龙头企业牵头
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郑大、河大“双航
母”提质进位，遴选7所高校11个学科
培育“双一流”第二梯队，依托现有理工
科院校筹建航空航天大学、交通大学等。

着力集聚一流创新团队。坚持

引育并举、以用为本，实施大规模常
态化招才引智、高端人才培养引进等
专项行动，采取针对性邀约、量身定
做等方式引进顶尖人才。推动建设
一批职业本科大学。

着力创设一流创新制度。落实
国家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推
进创新资源一体化配置，实行“揭榜
挂帅”等新兴科研组织方式，为创新
创业者提供最优质的竞技场。

着力构建一流创新生态。组织
专业力量对我省创新生态进行全面
评估、全面架构、全面打造，推动政、
产、学、研、用主体贯通，人才、金融、
土地、数据要素汇聚。

形成对外开放新优势，
更好融入新发展格局

记者：在中部地区崛起中，河南

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将采取哪些重

大举措确保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

楼阳生：区位交通优越，是河南
的一大优势。互联网时代，开放没有
边缘只有节点，内陆省份可以借助新
一代信息技术和现代综合交通体系，
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跳跃式、直联式开
放，形成对外开放新优势。我们着力
实施制度型开放战略，加快建设更具
竞争力的开放强省，更好融入新发展
格局，在新时代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
争先、发挥更大作用。

以“四条丝绸之路”（空中丝路、路
上丝路、网上丝路、海上丝路）融合并
进为牵引，打造枢纽经济新优势。我
们谋划推进“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
口”重大项目，构建“一枢多支”现代化
机场群，高水平建设中欧班列郑州集
结中心，发展壮大周口港、淮滨港。发
展壮大航空偏好型、高铁偏好型、陆港
偏好型、水港偏好型产业集群。

以深化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打造
营商环境新优势。深入研究 RCEP
等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抓住用好
RCEP生效实施带来的重大机遇，积
极探索制度型开放新模式。

高水平建设自贸试验区 2.0 版，
统筹推进自贸试验区、航空港实验区
建设，加强综保区、口岸等开放平台
建设，持续放大制度创新溢出效应。

持续开展全域营商环境评价，深
化“放管服效”改革，推行进一扇门、
一窗受理，一站式服务、最多跑一次，
以“硬措施”托底“软实力”。

（新华社郑州1月4日电）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走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路

俯瞰信阳港俯瞰信阳港··淮滨中心港淮滨中心港（（11月月44日摄日摄）。）。⑨⑨66 郝光郝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