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顶端新闻河南日报客户端

中 共 河 南 省 委 机 关 报 河 南 日 报 社 出 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1-0001 邮发代号：35-1
第 25850号 今日4版

2022年7月 日
星期六 壬寅年六月二十五

23
HENAN DAILY

河南经济半年报解读河南经济半年报解读

新征程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进进奋奋

02│要闻退税送来“及时雨”■亲历者说

河南经济增速有望持续回升■专家点评

新华社北京 7月 22 日电 7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拉尼尔·维克
拉马辛哈，祝贺他当选斯里兰卡民主社
会主义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斯互为传统友好邻
邦。建交 65年来，两国始终在相互尊

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推进双边关系发
展，树立了大小国家友好相处、互利合作
的典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斯同
舟共济、守望相助，传统友谊得到升华。

习近平强调，相信在维克拉马辛哈总
统领导下，斯里兰卡一定能够克服暂时困

难、推进经济社会复苏进程。我高度重视
中斯关系发展，愿为维克拉马辛哈总统和
斯里兰卡人民的努力提供力所能及的支
持和帮助。希望双方弘扬传统友好，巩固
政治互信，推动两国真诚互助、世代友好
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迈进。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 22日致电美国总统拜登，就拜登总统感染新冠病毒致以慰问。习近平在
慰问电中表示，得知总统先生感染新冠病毒，谨向你表达诚挚的慰问，望你早日康复。

习近平向斯里兰卡新任总统致贺电

习近平向拜登总统致慰问电

本报讯（记者 冯芸 马涛）7月 22
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研究对口
援疆、审计监督、政法改革、安全生产、
全面从严治党、信用河南建设等工
作。省委书记楼阳生主持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新
疆考察时的重要讲话，指出要完整准
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做
好河南对口援疆工作，坚持既见物又
见人，提升对口援疆工作综合效益。
要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充分发挥我省
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找准载体、讲好故
事，让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得
到充分体现、直抵人心。要深化交流
交往交融，推动各族群众逐步实现在
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
全方位嵌入，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持
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会议听取关于 2021 年度省级预
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的汇
报，讨论通过关于深入推进审计全覆
盖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优化审计
监督全力服务科技创新的若干意见。

指出要加强党的领导，把牢正确政治
方向，立足经济监督，查真相、说真话、
报实情，及时预警风险，帮助改进工
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为实现

“全年红”保驾护航。要敢于较真碰
硬，从严从实做好审计“下半篇文章”，
列出问题清单，压实整改责任，逐条逐
项整改到位，建章立制、堵塞漏洞。要
全面从严治审，创新理念思路、制度机
制，扎实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
锻造新时代审计铁军。强调要把服务
保障科技创新作为审计工作的重要职
责，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发挥审计职能
作用，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方式、提升
效能，及时总结经验，积极开展探索，切
实为科研机构放权赋能、为科研人员松
绑减负，最大限度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会议传达学习政法领导干部加强
政治建设专题研讨班和全面深化政法
改革推进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
意见，强调要绝对忠诚，深刻领会“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做到“两个
维护”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首要政治纪
律，坚定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

全面过硬，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
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提高政治素质和
履职能力，打造过硬政法队伍。要公
正司法，扎实推进司法为民，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要深化改革，在全面上下功夫、深
化上下功夫，提升执法司法质效和公
信力，加强监督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里。要守住底线，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见微知著、抓早抓小，
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保持国
泰民安的社会环境。

会议研究全省安全生产、社会稳
定等工作，指出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
这根弦，聚焦防汛抗灾、煤矿和非煤矿
山、燃气、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领域，
全面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让工作
走在风险隐患事故前面。要扛牢维护
稳定的政治责任，强化底线思维，查漏
补短、精准施策，扣紧责任链条，形成
齐抓共管强大合力。

会议听取关于上半年全省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的汇报，指
出要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坚

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一体推进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加强对关键
少数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深化以
案促改，推进标本兼治，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讲原则、守规矩、遵法律、重法治，
营造持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加
强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锻造
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过硬、绝对
可靠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会议研究信用河南建设工作，强
调信用河南建设事关河南高质量发展，
要全面推进信用理念、信用制度、信用
手段与经济社会各领域各环节深度融
合，注重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加快
构建数据全面覆盖、应用领域广泛、监
管有力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为现代化
河南建设提供有力信用保障。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深化中国文
明历史研究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中展
现河南更大担当作为的工作方案、发
挥供销合作社主渠道作用运用综合手
段建立化肥保供稳价市场调节机制工
作方案等规范性文件。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③5

□本报记者 曾鸣 郭北晨

加速修复、企稳向好，河南经济半
年报已交卷——GDP同比增长3.1%。

经济发展质量如何，不仅要看
增长速度，还要看运行效益。从政
府的“钱袋子”看财政收入，从企业
的“钱袋子”看企业利润，从居民的

“钱袋子”看人均收入，数据显示，我
省经济稳定向好趋势更加明显。

看政府的“钱袋子”，财政收入
好于预期。

从收入增速看，6月份全省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呈现快速恢复性增长
态势，当月增长 15.9%，增幅由负转
正；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61.9亿元，总体好于预期。从收入

进度看，全省财政收入完成全年预算
的51.2%，圆满完成“时间过半、任务
过半”。同时，各级积极盘活存量资
产，拓宽收入来源渠道，国有资本经
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
入同比分别增长138.5%、31.3%。

“在实施大规模退税减税降费
政策的情况下，今年上半年，我省财
政预算收入企稳回升，实属不易。”
郑州大学商学院财政学系副教授陈
力朋说。

看企业的“钱袋子”，市场主体

“轻装上阵”。
落实税费减免退付优惠政策，

支持各级应退尽退快退；按照“部门
承诺、网上申请、免审即享、即申即
办”的原则，高效便捷办理房租减免
事项。上半年，全省已累计为 141
万 户 市 场 主 体 送 达 政 策 红 利
1106.11 亿元，其中办理留抵退税
841.9亿元。同时，省直部门和省属
企业已减免租金 4.26 亿元，惠及中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8768户。

“减免租金体现了河南助企纾

困的力度和温度，减掉的是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负担，增加
的是市场主体的经营信心。”省社科
院研究员唐晓旺表示。

看居民的“钱袋子”，人均收入
稳定增长。

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3322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87
元，增长4.6%；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
9412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25元，增
长3.6%。

稳收入关键在于稳就业。今年
以来，我省就业措施精准发力、效果
显现。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69.3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62.47%，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有力推
动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③8

□赵庆业

河南上半年经济发展“成绩单”

中，全省财政收支圆满实现“时间过半、

任务过半”。实现“双过半”为之不易，

反映出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见

效，彰显了我省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

力。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收支

状 况 则 是 经 济 发 展 的“ 晴 雨

表”。同时，财政反作用于经

济，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

地位日益突出。从实施情况

看，退税减税降费、援企稳岗、

复工稳产一系列政策措施，有效缓解

了企业资金压力，起到雪中送炭的作

用；用足用好专项债券、政府投资基金

等政策工具，有力拉动投资，推动重点

项目建设，助力稳住经济基本盘；建立

财政运行分析调度机制，扎实推进财

政直达机制落实，确保了财政资金快

速投用、及早发挥效益。财政政策在

稳增长、稳投资中的作用可见一斑。

财政要为宏观经济出力，须算好

账本里的“加减法”。“加法”即开源，源

广则流长。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微

观基础，也是涵养财源的关键所在。

坚持放水养鱼、留住青山，市场主体才

能焕发生机，财政收入才会有

更多源头活水。“减法”即节

用，节用为裕民。财政支出虽

然数额庞大，但也要像老百姓

过日子一样，学会精打细算，

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

要处。

中流击水，更需奋楫前行。眼下

正是经济加快修复关键期，我们要紧

扣“紧日子保基本、调结构保战略”要

求，推动积极财政政策提速、加力、增

效，坚决守牢财政安全运行底线，为实

现“全年红”、巩固全省经济稳定恢复向

好态势贡献更大力量。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研究对口援疆、审计监督、政法改革、
安全生产、信用河南建设等工作

楼阳生主持并讲话

三个“钱袋子”看效益

算好账本里的“加减法”

共完成重点项目投资 10488亿元

占年度目标的77.6%

比去年同期进度提高了5.6个百分点

共开工项目671个

开工率90%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9.8个百分点

上半年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在睢县，今年落地投产的中桥
河南体育有限公司厂区项目，8条生产线开足马力，每天
可生产 1.8万双新鞋；在鹤壁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昌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厂区内，企业自主研发的全自动下
线压接机畅销欧洲。一批批重点项目正落地生根，为河
南稳经济、促增长释放能量。

7月22日，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上半年我省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和项目建设，共完成重点项目投资
10488亿元，占年度目标的77.6%，比去年同期进度提高
了 5.6个百分点。共开工项目 671个，开工率 90%，比去
年同期提高了9.8个百分点。

从领域来看，生态环保领域项目、产业转型升级领域
项目、创新驱动能力提升领域项目“跑”在了前三名，分别
完成年度投资目标的 86.4%、83.3%、78.8%。新型城镇
化领域项目、民生和社会事业领域项目紧随其后，分别完
成了年度投资目标的76%、71.2%。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迎伟介绍，重点项目建设
“跑”出加速度、取得好成绩，是全省上下牢固树立“项目
为王”鲜明导向，提早发力、精准发力的结果。

下一步我省将坚决贯彻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
施，进一步树牢“项目为王”理念，推进落实高效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1+1+N”工作体系，以更大力度、
更实举措推动项目加快建设，为稳住全省经济基本盘提
供坚强项目支撑。具体来说，将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项
目建设工作，确保白名单项目覆盖重点项目年度计划投
资额 70%以上，扎实推进项目建设重大活动，全面评估
全省“三个一批”项目进展情况，切实做好项目建设服务
督导，加强项目用地、资金、用能等保障，扎实推进重大项
目建设。全面落实“一个办法、三项制度”，推动项目建设
压茬推进、滚动实施。以只争朝夕的拼抢姿态，奋力完成
全年预期增长目标。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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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至鸭河快速通道是S231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快区域新型
城镇化进程有着积极的意义。图为7月 20日快速通道姚站岗特大斜拉
桥建设工地正抓紧施工，大桥预计8月底南北合龙。⑨6 高嵩 摄

本报讯（记者 谭勇）来自水利部
的消息，截至7月 22日，南水北调中线
一期工程陶岔渠首入总干渠水量突破
500 亿立方米，相当于为北方地区调
来黄河一年的水量，工程受益人口超
过8500万人。

“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事
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2021年5
月 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市主持
召开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了南水
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

河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
嘱托，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
发展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规划了观
音寺等9座调蓄工程，总库容约28亿立
方米，估算总投资 896亿元；同时规划
了南水北调中线新建供水工程、水厂及
配套管网工程、生态补水工程，为南水
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

水利部去年印发了《关于实施国
家水网重大工程的指导意见》，正在
组织申报省级水网先导区。我省紧

紧抓住机遇，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着
力构建兴利除害的现代水网体系，全
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今年 7 月
初，《河南省现代水网建设规划》通过
水利部审查。

来自省水利厅的消息，截至7月22
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我省供水
170亿立方米（含生态补水），全省11个
省辖市市区、44个县（市、区）城区和101
个乡镇的 2600万人直接受益；累计向
我省26条河流、8个湖库生态补水约38
亿立方米，让生态美景永驻中原大地。

6月 20日，新乡市“四县一区”南
水北调配套工程东线 PPP项目开工。
工程完工后，将惠及新乡市经开区、延
津县、封丘县和长垣市85万人。

老家住在长垣市的姚永博看到开
工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出了一
条信息：“做梦也没有想到能有一天喝
上丹江水，这日子会越过越甜。”

如今，随着供水效益不断提高，越
来越多像姚永博一样的人将受益于南
水北调，生活更加美好。③5

南水北调中线累计输水
突破500亿立方米
相当于为北方地区调来黄河一年的水量

润泽寻常百姓家 03│要闻

——写在南水北调中线累计输水突破500亿立方米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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