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牢记嘱托 奋勇争先 更加出
中国这十年·河南 主题新闻发布会

●● ●● ●●

要闻│04
2022年8月29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马小刚 梁莹莹
美编 王伟宾

中共河南省委“中国这十年·河南”
主题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实录

努力让国人的饭碗中装
上更多优质“河南粮”，展现河
南应有的担当

河南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也一定会越开越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河南作为一个内陆省

份，近年来在对外开放方面亮点纷呈、可圈可点。请

问，河南在推进高水平开放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取得什么成效？

楼阳生：河南作为一个内陆省份、中部省份，开放
水平如何，我首先给大家报一组数字，2021年全省货
物进出口总值 8208.1 亿元，是 2012 年的 2.5 倍，年均
增长 10.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43 个百分点，这是
真金白银的成绩单。具体来说，我从以下四个方面作
一介绍。

一是发挥交通区位优势，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枢纽经济先行区。河南连接东西、贯通南北，是全国
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7216
公里，铁路通车里程 6715公里，内河航道里程 1725公
里。今年 6 月 20 日，郑州至济南的高铁郑州至濮阳
段、郑州航空港站正式开通，这标志着河南在全国率
先形成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形高铁网，迈入了“市
市通高铁”时代。可以说，一个贯通水陆空、连通境内
外、辐射东中西的立体交通网络体系已经形成，行达
天下、货畅其流、网联世界成为河南一张靓丽名片。
我们着力实施优势再造战略，围绕变“流量”为“留
量”，实施物流提质发展行动，组建了河南中豫国际港
务集团，积极招引国内外大型物流集成商，提升冷链、
快递、航空等专业物流运营水平；实施枢纽偏好型产
业集群培育行动，培育壮大航空经济、引育集聚高铁
经济、提质增效陆港经济、做大做强临港经济。

二是推动“四路协同”，提高在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中的参与度、链接度和影响力。我们着力提升

“空中丝绸之路”辐射能力，持续实施郑州—卢森堡
“双枢纽”战略，郑州机场成为航空电子货运试点机
场，货邮吞吐量突破 70 万吨、跻身全球机场货运 40

强，其中国际货邮量超过 54万吨、连续五年居全国第
5位，出入境货运航班突破 1万架次。去年，中匈航空
货运合作项目正式签约，郑州机场将在匈牙利设立首
个海外货站，我省“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又迎来了一个
新支点。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国际合作论
坛已获国家批复，将于今年 11 月在郑州举办。我们
着力推动“陆上丝绸之路”扩量提质，整合陆港资源、
统筹班列开行，不断增加集疏网点，发展冷链物流，打
造数字班列，中欧班列（中豫号）形成“8 个口岸出入
境、17条线路直达”的网络，实现每周“16去 18回”高
频次往返对开，满载去满载回，已累计开行超过 6000
班，成为全国五个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之一。我们着力
推动“网上丝绸之路”创新突破，在发展跨境电商上持
续发力，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永久落户郑州，河南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处理能力每天 3000万单以
上、居全国前列，去年跨境电商交易额达 2018.3亿元，
业务辐射 196个国家和地区，织起了一张链接世界主
要经济体的“云端大网”。我们着力推动“海上丝绸之
路”无缝衔接，积极发展铁海联运、河海联运，提高通
江达海能力，去年全省铁海联运量达 11.2 万标箱、河
海联运量达 2.7万标箱。这与拥有重要港口的沿海省
份相比，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河南这个内陆省份来
说，能够通江达海，是扩大开放的一个重要资源。

三是建好平台载体，以制度创新赋能高水平开
放。新时代的开放，最鲜明特征是制度型开放。我们
抓住 RCEP生效的机遇，设立河南省 RCEP企业服务
中心，搭建 RCEP 货物贸易大数据服务专区，为企业
提供原产地证书签发、商事证明、出口退税等“一站
式”涉外综合服务，今年前 7个月对RCEP成员国的进
出口达到 1306.3 亿元、增长 13.8%。我们高标准建设
河南自贸试验区，创新构建政务、监管、金融、法律、多
式联运等五大服务体系，累计形成 515项改革创新成

果，160项试点任务基本完成，政务服务、多式联运、商
品期货等领域创新走在全国前列。我们持续推进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去年港区生产总值达
到 1172.8亿元、工业总产值 4174亿元，进出口总额排
名全国各类开发区第 4 位，初步形成了电子信息、新
能源汽车、生物医药、航空物流等主导产业。我们深
入推进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首创 1210 网购保税进
口模式并在全国复制推广，全国唯一的跨境电商零售
进口药品试点落地运营，郑州国际邮政枢纽口岸正式
开通。去年以来我们还着力抓了一件大事，就是整合
优化提升全省各类开发区，推进“三化三制”改革，推
动开发区“二次创业”，开发区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主
战场、主引擎功能不断强化。全省已建成 3个国家一
类口岸、9个功能性口岸、5个综合保税区、4个保税物
流中心，成为功能性口岸数量最多、功能最全的内陆
省份之一。

四是持续招大引强，不断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建立利用外资联席会议制度，组建了港资、台资、日
韩、世界 500强四个招商专班，强化省政府驻北京、上
海、广州办事处的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职能。创新招
商方式，围绕产业、企业、产品、科研机构制定招商图
谱，深化产业链招商、资本招商，开展专业招商、以商
招商、回归招商，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宁德时代新能源
电池等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落户我省，目前在豫的世
界 500 强企业有 198 家、中国 500 强企业有 175 家。
今年上半年，全省举办各类招商引资活动 195 场，签
约项目 2173个，总投资 1.56万亿，落地 10亿元以上项
目 466个。

河南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也一定会越开越
大。我们将坚定实施制度型开放战略，持续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中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经济日报记者：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2019 年在郑州主持召开

座谈会，推动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发出“让黄河成为造

福人民的幸福河”伟大号召。请问，河南在落实这一

重大战略特别是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方面，采取了

哪些有力举措，取得了什么成效？

王凯：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始终牵挂着黄河的保护和治理，发出了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伟大号召，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河南作为重大战略的提出
地、千年治黄的主战场，在贯彻落实上责任尤为重
大、使命尤为光荣。近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始终
牢记总书记嘱托，紧紧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
理”的重大要求，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重点
抓了四个方面：

一是把确保黄河安澜作为头等大事。黄河作为
世界上最为复杂难治的河流，素有“铜头铁尾豆腐
腰”的说法，而河南正处在黄河“豆腐腰”的位置。聚
焦保障黄河长治久安，国家实施了一大批重大防洪
保安工程，在黄河河南段建成了 501 公里的标准化
堤防、98 处控导工程，积极推进“二级悬河”、游荡性
河段治理，大河安澜有了更加坚实的屏障。为了从
根本上解决滩区群众的安全和发展问题，在国家的
指导和帮助下，我们在 2017 年启动了黄河滩区居民
迁建工程，总投资 407.8 亿元的 35 个安置区全部建
成投用，30 万滩区群众目前全部搬入新房，圆了“安

居梦”。去年黄河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
秋汛，历时长、流量大、水位高，干流出现 3次编号洪
水，花园口断面 4800 立方米/秒量级洪峰持续了 24
天。面对严峻挑战，我们组织了 1.5 万名干部群众巡
堤查险，经历了 55 天的日夜奋战，抢护各类险情
2439 次，实现了“不死人、不漫滩、不跑坝”的防御目
标，夺取了黄河秋汛洪水防御的全面胜利。今年我
们及早部署防汛备汛工作，对黄河秋汛和“7·20”特
大暴雨进行了模拟复盘，针对性开展实战演练，全面
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强化水情雨情监测预警和会商
研判，一个过程降雨一个过程降雨地应对，全力守护
防范特大洪涝灾害的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

二是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关键任务。黄河一直
“体弱多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态脆弱。我们坚持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充分考虑不同
河段生态基底的差异，提出了中游“治山”、下游“治
滩”、受水区“织网”的保护治理思路。在黄河中游，我
们深入推进矿山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让 8.6 万亩历
史遗留矿山披上了“绿衣”，昔日满目疮痍的小秦岭已
成为全省特有动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区域。在黄河下
游，我们下大气力治理滩区面源污染和支流水污染，
把 46.9 万亩湿地纳入保护范畴，推动流域内 35 个国
考断面全部达标，目前从河南流出的黄河水都是 II
类。在受水区，我们加快构建平原生态绿网，近三年
来共完成造林 503.6 万亩，森林抚育 577.5 万亩，黄河
正在成为中原大地的“绿色飘带”。

三是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我们坚决落
实总书记“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

要求，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黄河水。这里我举两个例
子：一个是农业种植，这是我省用水第一大户。近年
来我们在黄河两岸实施了 122 个大中型灌区节水改
造项目，把 1952 万亩高标准农田升级为高效节水灌
溉田，每年可节水 1亿多立方米，实现了用更少的水产
更多的粮。再一个例子是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这
个问题曾一度比较突出，全省 96.4%的超采区都在黄
河流域，我们出重拳根治违法取水用水，用铁腕推进
地下水超采治理，每年压采地下水 4 亿多立方米，有
效遏制了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势头。去年全省人均综
合用水量比 2019年下降了 8.5%，万元 GDP用水量由
44.3立方米下降至 37.9立方米，节约用水已经成为河
南上上下下的共识。

四是把绿色低碳转型作为主攻方向。省委把绿
色低碳转型作为“十大战略”之一，紧紧抓住不放。一
方面，做好传统产业节能降碳的“减法”，率先完成流
域内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企业超低排放改造，三年
来全省万元 GDP能耗年均下降了 3.3%，经济社会发
展“含绿量”日益增加。另一方面，做好绿色产业培育
壮大的“加法”，抢抓碳达峰碳中和带来的投资机遇、
产业机遇，围绕新兴领域、前沿领域，我们布局了电子
信息、新型材料等 5个 3000 亿级和智能家居等 12个
千亿级产业集群。目前全省百亿级工业企业、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分别达到 39家和 374家，新的
增长点正在形成。

总之，我们将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
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持续落细落实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各项任务，努力在融入重大
国家战略中体现新担当、展现新作为。

河南作为重大战略的提出地、千年治黄的主战场，
在贯彻落实上责任尤为重大、使命尤为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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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日报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食生产是河南的

一大优势、一张王牌，这个优势、这张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

丢，叮嘱河南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请问，河南是如何

牢记嘱托，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不断展现新担当新作

为的？

周霁：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大
省，习近平总书记每次来豫视察，必看农业、必讲粮食。省
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始终牢记领袖嘱托，坚决扛稳扛牢粮
食安全政治责任、民生责任，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落到田间
地头。我们已连续 5年粮食总产稳定在 1300亿斤以上、小
麦产量稳定在700亿斤以上，用全国1/16的耕地，生产了全
国 1/10的粮食、1/4的小麦，不仅解决了自身 1亿人的吃饭
问题，每年还调出原粮及其制成品 600亿斤左右。今年夏
粮，在农技人员和广大农民群众共同努力下，克服去年特大
洪涝灾害、小麦晚播、长势偏弱等不利影响，狠抓田间管理，
加强病虫害防治，取得总产762.61亿斤的好成绩，在特殊之
年再次发挥了“中原粮仓”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针
对近期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坚持一手抓防汛、一手抓抗旱，
迅速组织动员力量抗旱保秋，确保秋粮丰产丰收，确保全年
粮食产量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具体工作中，主要抓了三
个方面。

一是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
根子。我们像保护文物、保护大熊猫那样来保护耕地，严格
落实党政同责，确保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
农产品生产，高标准农田全部用于粮食生产。实施新一轮
高标准农田建设，累计建成7580万亩，总面积居全国第二，
越来越多的“望天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突出抓
好水利这个命脉，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加大灾后重建力
度，稳步提升地力和粮食产能，确保耕地数量不减、质量不
降。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省委将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
省、人才强省战略作为“十大战略”之首，重构重塑实验室体
系，建设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组建神农种业实验
室，规划建设“中原农谷”，着力打造现代种业强省，努力把
种子这个农业“芯片”牢牢握在自己手里。全省主要农作物
良种覆盖率超过 97%，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达到 45%。
目前，河南小麦年供种能力36亿斤，约占全国38%，其中10
亿斤销往省外。

二是深耕粮食市场和流通两大领域。既要种好粮，更
要用好粮。我们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树牢“大
食物观”，做强特优农业，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打造供应链，让“小农户”牵手“大市场”，提升种粮比较
效益。全面落实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重大要求，建立防疫生产双线运行机制，着力保障农产
品物流畅通，实现疫断其路、货畅其流。目前，全省粮油加
工转化率达80%，主食产业化率65%，农产品加工业已发展
成为万亿级产业，生产了全国1/2的火腿肠、1/3的方便面、
1/4的馒头、3/5的汤圆、7/10的水饺，三全、思念、想念、白
象等品牌享誉海内外，不仅丰富了“国人厨房”，更走进了

“世人餐桌”。
三是激发抓粮和种粮两个积极性。政策是粮食生产的

推动力，只有种粮不吃亏、农民能赚钱，粮食才安全。我们
抓补贴，让农民愿种粮。全面落实党中央惠农政策，完善省
级财政奖补政策，加大补贴力度，今年 106.6亿元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27.2亿元种粮补贴已发放群众手中，稳住了种粮
预期。增效益，让农民想种粮。全省发展优质专用小麦
1628万亩，占总面积近 1/5，每斤价格比普通小麦高 0.1元
左右。发展社会化服务组织 12.5 万家，托管服务覆盖
1575.9万农户，农民种粮更省心。强保险，让农民敢种粮。
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政策实现全覆盖，去年面对严重自
然灾害，农险兑付3亿多元，农民种粮吃上了“定心丸”。

下一步，我们将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实施新时
期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工程，努力让国人的饭碗中装上更
多优质“河南粮”，展现河南应有的担当。

（下转第五版）

（上接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