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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鹏

全国首个“米”字形高铁枢
纽——郑州东站，一列列奔驰的
高铁，让人联想起速度、活力、效
率。

1月 21 日，2022 年河南经济
发展“成绩单”公布：河南经济如
同一列风雨兼程的列车，以主要
经济指标保持恢复增长的态势，
平稳跃上“6万亿”新台阶，GDP达
61345.05亿元。

看速度，从 2019 年到 2022
年，河南经济总量连迈两个万亿
元台阶，稳居全国第 5 位；经济
增速扭转了自 2020 年以来连续
两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局面，
居 6 个经济大省第 2 位，比 2021
年前移 4 位。

观活力，工业增加值继 2011
年突破万亿元后，突破2万亿元大
关；进出口总值超过8500亿元，规
模居全国第 9 位，创历史最好成
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 2.4
万亿元，支撑经济增长的韧性不断
增强。

探效率，锚定“两个确保”，实
施“十大战略”，在现代化河南建设
的道路上加压奋进、勇毅求成，三
次 产 业 结 构 优 化 为 9.5∶41.5∶
49.0，初步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为主体、特色现代农业为
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逐步迈向高
效益综合发展阶段。

跃上“6 万亿”，既是收官终
点，也是开局起点。河南经济踩下
油门，蓄势待发。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刘吉磊

过新年，娶新娘，杨阿明的心头喜
洋洋。1月20日，记者来到位于太行
山下的辉县市吴村镇柳湾村，在村头
的200亩竹林中，邂逅正手拉手遛弯
的村民杨阿明和他新婚的妻子刘斐，
被俩人脸上幸福的笑容深深打动。

“能娶到斐斐，我可是‘撞大运’
了！”杨阿明说，且不说刘斐美丽善
良、聪慧能干，就光凭人家是郭亮村
的姑娘这一条，就会让很多优秀的小
伙子怦然心动。

辉县市沙窑乡郭亮村，依山势坐
落在陡峭的太行崖壁上，因奇绝水景
和“挂壁公路”被称为“太行明珠”。
该村年接待游客数十万人次，带动村
民家家户户从事第三产业，人均年收
入3万元以上——郭亮村风景优美、
生活富足，小伙不愁娶、姑娘不愁嫁。

说到柳湾村，传说“竹林七贤”曾
在这一带活动，在此流连忘返，但近
2000年过去，竹林萎缩、土地不肥、
交通不便，这里早已“风光”不再，还
曾是多年的省级贫困村。别说是郭
亮村的姑娘，就是周边村的姑娘也不
愿意嫁过来。

刘斐说，她和杨阿明在郭亮村某
酒店同事多年，对杨阿明的人品长
相、工作能力很是满意，随着感情加
深，自然把谈婚论嫁提上日程，但一
想到要嫁到贫穷落后的柳湾村，她的
心里也有点犹豫。

“俺村变了，路通了、村美了、人
富了！不信咱去看看！”去年年初，杨

阿明拉着刘斐回到柳湾，打消了她的
顾虑。

2015年以来，我省选派2.1万个
驻村工作队，成立 3.8万个村级脱贫
责任组，让党的各项惠民政策精准落
地，成为贫困群众最可信赖的依靠。

柳湾村里，来的是河南师范大学
驻村工作队。近8年的时间，河南师
范大学党委先后派出8名驻村干部，
带领群众新打机井 17眼，改造斗渠
9000余米，完成600万元的土地整理
项目，改善了生产条件；总投资750万
元的柳湾至306省道通村公路建成通
车，打通了乡亲们的“出村路”……

如今的柳湾村，班子有力、环境
优美、村风文明、群众富裕，近1/5的
群众盖了新房子，1/3的群众买了新
车子，村民幸福生活“节节高”。

杨阿明告诉刘斐，河南师范大学
还与周边中小学结对子，把优质教学
资源向村里倾斜，将来有了孩子，在
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校、有好老师。这
句话说到了刘斐的心坎上，她不再犹
豫，农历腊月二十（2023 年 1 月 11
日）高高兴兴嫁到了柳湾村。

“我们保证，让刘斐嫁到柳湾不
后悔！”河南师范大学驻柳湾村第一
书记刘晨生说，他们正在谋划挖掘

“竹林七贤”文化内涵，发挥200亩竹
林的生态风景优势，与附近的宝泉、
云台山、关山、八里沟等景区形成互
动，和郭亮村一样发展第三产业，还
要对有相关经验的刘斐委以重任，让
她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路上实现个人
价值，在柳湾村爱情、生活、事业“三
丰收”。③8

本报讯（记者 王斌）1月 19日，
省公安厅召开厅党委（扩大）会议，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
的重要指示，传达学习中央政法工
作会议、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精神，
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
主持会议并讲话。

郑海洋要求，全省各级公安机
关要进一步增强底线思维、强化责
任担当、发扬斗争精神，着力做好维
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要结合当前
形势，以“豫祝平安”专项行动为载

体，认真抓好“双节”安保维稳工作，
严打严防严管严控，守牢安全稳定
防线，为全省人民欢度新春佳节创
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要下
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为下一步全
国两会安保维稳工作打下坚实基
础。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政法
公安工作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风险
挑战，坚持“群众第一、基层第一、民
警第一”工作理念，深入研究谋划
2023年公安工作，奋力推进河南公
安思想观念、工作体系、工作能力现
代化。③5

本报讯（记者 郭北晨）1 月 21
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守刚代
表省委、省政府到省消防救援总队
看望慰问坚守岗位、值班值守的指
战员，听取工作汇报，现场视频连线
基层消防救援队伍，调度救援力量
布防情况，并送上新春美好祝福。

孙守刚指出，今年春节是疫情
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首个春节，
人流、物流、车流快速恢复、大量增
加，群众出行出游和消费意愿强烈，
对消防安全、森林防火和社会整体
安全稳定带来极大挑战。各级各部
门要认清复杂形势，保持充分警醒，
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使命感，把各项工作
做扎实，确保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

安全祥和的新春佳节。
孙守刚强调，要加强值班备勤，

力量前置，紧盯重点领域、重点时
段、重要场所，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
全风险，严厉打击烟花爆竹违法生
产、运输、储藏、销售行为。要切实
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加强监测预警
及野外火源管控，防止因祭扫、野外
出游等活动引发火灾。要持续深入
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
整治，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理念，把
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加强群防
群治，扛稳扛牢属地责任、监管责任
和企业主体责任，宁可抓重、不可抓
漏，整合各方力量，坚持“人防+技
防”，筑牢消防安全基础防线，坚决
打赢春节消防安全保卫战。③7

□本报记者 宋敏

1月 19日 22时 18分，在位于郑
州航空港区的河南友倍康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随着最后一批制氧机装
车，向河南、山东约 200个农村敬老
院和单位运输的 1000 台制氧机全
部发货。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春运工
作专班货运保障组专员王储终于松
了一口气。

1月 15日，接国务院物流保通
保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我
省负责 1000 台制氧机运输保障
任务。

“我们两条生产线开足马力，
24 小时不间断生产，几百名工人
加班加点，用 4天时间优先保障这
批制氧机顺利下线。”河南友倍康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文江
说。

“这批制氧机的运送地非常分
散，大部分位于农村地区。我们根
据运管部门连夜对接的生产作业计
划，发挥邮政网络遍布城乡、点多面
广的体系优势，依托县、镇、村三级
物流配送专线，制定运输方案，开通
专送绿色通道，协调充足运力，确保
生产一台、高效寄递一台。”承运方
中国邮政郑州市分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
连日来，王储作为驻厂专员，

积 极 与 供 货 方、承 运 方 沟 通、协
商、对接。同时，他们对制氧机生
产、出库、运输等环节进行全过程
动态跟踪，切实保证产品出库与
运输环节无缝衔接，货品快速、精
准送达。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的华录·
芳华蓬莱康养中心住着 231 名“五
保老人”。1月 20日上午，该敬老院
收到了从河南发来的制氧机、血氧
仪、氧气袋等医疗物资。

“敬老院建在村里，医疗条件不
完善，这批医疗物资送来得非常及
时。”华录·芳华蓬莱康养中心办公
室主任车奎说。

据了解，自实施“乙类乙管”
疫情防控措施以来，省疫情防控
指挥部春运工作专班积极在全省
创建“老家河南·心的春运”服务
品牌，加强与重点医疗物资保供
企业对接，全力服务保障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明确的我省 27 家重
点医疗物资保供企业和 8 家医疗
救治设备保供企业，确保医疗等
重点物资运输高效顺畅，突出做
好农村偏远地区医疗物资运输保
障工作。③5

河南全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顺畅

1000台制氧机发往农村敬老院

本报讯（记者 李悦 通讯员 冯
威锋 薛明瑞）1 月 21日晚，在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春节联欢晚
会上，由河南少林塔沟武校近百名
学员与功夫巨星赵文卓共同表演的
《演武》节目，生动演绎了少林寺观
音殿内的《武僧演武图》壁画。

这也是河南功夫小子与赵文卓
在春晚的第二次合作，2013年春晚
武术节目《少年中国》，为观众呈现
了中国少年奋发向上的青春力量。

十年后双方再度携手，传递的是中
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尚武精神和厚德
载物的功夫内涵。

按照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来编排
的《演武》节目，大部分内容都是根据
《武僧演武图》壁画来量身打造，除了
徒手对练外，也增加了少林棍、双鞭、
伞剑等纯正的少林器械功夫。虎虎
生风的少林棍、气势十足的双鞭、潇
逸飘洒的伞剑，一招一式尽显中华传
统武术文化的深厚底蕴。③7

河南功夫小子 央视春晚《演武》

加强值班备勤 深入排查隐患
坚决打赢春节消防安全保卫战

下好先手棋 打好主动仗
守牢安全稳定防线

关爱你我他（她）·温暖千万家

“6万亿”上开新局
——2022年河南经济数据解读

郭亮村的姑娘嫁柳湾

重在稳住底盘

“6万亿”，意味着什么？这是一
个发展标志，是一个经济门槛。

放在全国经济版图上看，河南
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的5%左右，挑
大梁、稳大盘的地位更加凸显。

放在区域竞争赛道上看，广东、
江苏经济总量突破12万亿元，山东、
浙江经济总量分别突破 8万亿元、7
万亿元，经济换挡提质特征明显。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河南在‘6万亿’
上开新局，这一步，跃得漂亮！”北京
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
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向清称赞
说。他认为，过去一年，面对各种超
预期的因素冲击，河南发挥枢纽经
济、产业体系、需求潜力、人力资本
各种比较优势，以稳扎稳打务求实
效的工作举措，得以“稳住底盘”，实
现总量跃升。

在全国率先建成“米”字形高
铁网、实现“市市通高铁”；比亚迪
新能源乘用车一期投产在即，宁德
时代新能源电池等一批重大项目
落地建设；市场主体突破 1000 万
户，数量晋升至全国第 4位；豫籍科
学家、科研人员、青年才俊回归报
效 家 乡 …… 涓 涓 细 流 汇 集“6 万
亿”，后发赶超如江河之势。

从2万亿元开始，河南平均3年
跨越 1 个万亿元台阶。面向“7 万
亿”新台阶，宋向清认为，经济总量
越大增量越大，只要巩固主要经济
指标增势，保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的增幅，“三年一台阶”仍可期待。

贵在难中求成

事非经过不知难。过去一年，
战疫情、稳经济、保安全，河南直面
困难、知重负重，迎难而上、难中求
成。

用创新赋能，塑造新优势。超
短超强激光实验装置顺利落地、实
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零的突破”；
我国第一个自主知识产权口服抗新
冠药物阿兹夫定获批，抓住新冠救
治“黄金 72 小时”。这些“零的突
破”“第一个”的背后，蕴藏着河南在
科技创新领域的新生优势。

用改革破局，开拓新跑道。14
家重组国企揭牌成立，打造省管企
业“旗舰劲旅”迈出实质性步伐；中
原银行成功吸收合并 3家城商行，
成为河南首家资产规模过万亿元的
城商行；省政务服务中心揭牌运行，
政 务 服 务 事 项“ 一 门 ”进 驻 率 达
94%，495项高频事项实现“一件事
一次办”……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的集成效应在河南不断显现。

用开放聚力，提升新价值。郑
州机场北货运区投入运营、中国（郑
州）重要国际邮件枢纽口岸业务开
通、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药品试点业
务正式启动、“船边直提”海铁保税
货物班列开行，在互联互通贸易往
来中，内需和外需相互促进。

“殊为不易，成之惟艰。”中国区
域经济学会副会长、河南中原创新发
展研究院院长喻新安表示，河南用好
创新、改革、开放“三把斧”挖掘新动
能，以经济存量裂变出更多经济增
量，构建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胜在适度靠前

政策支持力度大不大、投资规
模怎样，信贷投放情况如何，影响着
市场的情绪，也关系着人们的预期。

出台稳经济160条和76条接续
细化措施；滚动开展 4 期“三个一
批”活动；留抵退税 983.5 亿元惠及
企业 4.8 万户，发行新增债券 2480
亿元，“真金白银”助企纾困实招频
出，一项项政策直达市场主体。

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
4150亩田间试验区和350亩科研设
施区已投入使用。“省财政 2022 年
年初已下达生物育种中心第二年过
渡期经费 4987万元，有力保障项目
建设有序推进。”省财政厅科技事业
处副处长张艳丽说。

“银行科创贷款到账了，有了金
融‘活水’，我们的项目如虎添翼。”
郑州云智信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负
责人张乾坤对发展信心十足。

政策靠前发力、项目靠前实施、
资金靠前使用，传递的是政府服务
的力度和温度，激发的是经济主体
的信心与活力。

2023 年省政府工作报告将经
济增长目标定在 6%。如何跑好“6
万亿”后的“下一站”？河南正加力
落实稳经济各项举措，积极释放政
策效能，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
力，奋力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

郑州东站，一列高铁从站台驶
出，不断加速，以 350公里的时速飞
驰。我省的“经济列车”也动能强
劲，在现代化河南建设的新征程中
奋勇前行。③5

新春走基层

（上接第一版）张大姐的摊位上，摆满
了春联、福字、大红灯笼及中国结、

“红辣椒”等琳琅满目的新年饰品，购
买的游客络绎不绝。

“临近春节这几天，生意特别红
火。”今年兔子贴画十分走俏，张大姐
已经进了三批货，现在货箱又见了底
儿，“今年大家都高兴，把家里好好装
扮一下，欢欢喜喜过大年。”张大姐

说。
人们在逛夜市、赏民俗、吃美食、

备年货中喜迎新春。24岁的姑娘王
一鸣特地换上红色的传统汉服，在错
落有致的古风建筑间，衣袂飘飘、裙
裾飞扬，引得来往行人纷纷注目。

王一鸣说，穿梭在热闹的人群
中，仿佛穿越到宋朝，感受千年前的
东京梦华。③5

夜市归来年味儿浓

别样年味叫坚守

1月 21日，河南油田采油一厂注聚7号站的员工们忙碌完工作后，剪
窗花，贴春联，在岗欢喜过大年。⑨6 庞先斌 摄

1 月 21日，洛阳龙门站，洛阳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特警在巡逻执勤，
为群众服务。⑨6 张光辉 摄

1月21日，在郑州市一商场，售货员手捧迎春吉祥物欢迎顾客。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