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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建新）1月9日至10日，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省委九届六

次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13

年全省“三农”工作，安排部署2014年工作，

重点研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

农业现代化的政策措施。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郭庚茂，省委副书记、省长谢伏

瞻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省委副书记邓凯主持会议。李克、刘春

良、尹晋华、史济春、吴天君、赵素萍、夏杰、

陈雪枫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坐。

郭庚茂指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是继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之后，

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集中体

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三农”工作的高

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我国经

济社会长远发展大局出发，深刻阐述了我国

“三农”发展的重大战略性、方向性问题，集中

反映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新时期“三

农”工作的战略思想，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我们要认

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

郭庚茂指出，近年来，我们高度重视“三

农”工作，粮食生产实现十连增，“菜篮子”等

重要农产品稳定发展，农业产业化水平显著

提升，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农村公共服务水

平全面提高，农村改革持续推进，农村社会

大局保持稳定，全省农业农村发展持续向

好、稳中有进、成效显著，对维护国家粮食安

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全省经济社会持续稳

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农业生产集

聚集约步伐加快，农民分工分业步伐加快，

农村人口流动性增强带来农村格局的重大

变化，我省农业农村发展正处于转折、转型

的紧要关口，我们必须敏锐把握和清醒认识

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加快发展给农业农村

农民带来的深刻变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

基础，同时还是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四化

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短板。我们要打造“四个河南”、推进“两

项建设”，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

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难点在农村。我们一定要全面贯彻落实中

央精神，坚持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

位置，按照稳定政策、改革创新、持续发展的

总要求，增强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

识，坚持调中求进、变中取胜、转中促好、改

中激活，把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作

为核心任务，把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促

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作为根本出路，把加大强

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作为重大举措，把实施

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化

集群培育、都市生态农业发展、“三山一滩”

群众脱贫“四大工程”作为重要抓手，把全面

深化改革作为强大动力，把加强党的领导、

强化“双基双治”作为坚强保证，着力打造现

代农业大省，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关于粮食问题，郭庚茂强调，河南作为

农业大省和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确保粮

食稳产增产、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是

必须肩负的政治责任。中国人吃饭要靠自

己，河南人吃饭更要靠自己。我们的粮食生

产基础还不稳固，要实施高标准粮田“百千

万”建设工程，保粮田，把粮食播种面积稳定

住，把粮田控制住；保产量，通过运用科技成

果、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提高抗

灾减灾能力，建设更多旱涝保收高标准粮

田，增加单产，稳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保效益，通过提高土地规模经营水平和农业

生产组织化程度，为现代农业发展创造条

件，提高农业比较效益。要落实好各项强农

惠农富农政策，实现农民增收与粮食增产同

步，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要持续加强以水

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高抵

御旱涝灾害的能力。

关于现代农业问题，郭庚茂强调，市场

化、企业化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前提条

件。推动农业市场化、企业化经营，首要的

是适度规模经营。要在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鼓励农民向非农产

业转移，鼓励和引导土地经营权流转，形成

若干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企业，促进人才、

技术、资本等资源要素更多地向农业配置。

各级党委政府要采取有力措施，鼓励扶持家

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

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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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粮食问题，河南作为

农业大省和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

区，确保粮食稳产增产、为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作贡献是必须肩负的

政治责任。

●关于现代农业问题，市场

化、企业化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

的前提条件。

●关于农民增收问题，要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到2020年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达到全国平均

水平，就必须促进农民收入较快

增长、尽快富裕农民。

●关于新农村建设，要坚定

不移地推进，为农民建设幸福家

园和美丽乡村。

●关于农村改革问题，要按

照中央统一部署，结合我省实际，

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改革。

●关于农村“双基双治”建

设，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促

进农村社会文明水平不断提高。

1月10日，武陟

县詹店镇陈庄村锣鼓

喧天、鞭炮齐鸣，军属

老冯家的姑娘冯曙娟

荣立个人三等功，该

县武装部和民政局的

工作人员一起赶来为

老冯家送喜报。春节

来临之际，该县敲锣

打鼓把在外服役官兵

的立功喜报送上门，

积极营造“军属光荣”

浓厚氛围。

雒根生王根尚摄

1月11日下午3时，刚从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载誉归来的茹振刚一行抵达新乡

市，并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1月10日，由

河南科技学院小麦中心主任茹振刚带领下

的团队，历经30年呕心沥血培育的小麦优

良品种“百农矮抗58”的选育及应用获得

201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提起领奖时的心情，茹振刚说：“当我从

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荣誉证书时，心情十分

激动，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责任感、使命

感更明确了。我将不遗余力地带领团队，加

快进行阶段性的研究工作，取得更大的成

绩。我认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不是

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昨天，李克强总理在会上表示粮食安

全和国家安全、信息安全一样重要，都要掌

握在中国人民手中。‘百农矮抗58’是在确

保我国粮食安全背景下产生的一个品种。”谈

起“百农矮抗58”的意义，茹振刚如数家珍，

“如今我国进口粮食增加，这要求小麦的品种

不仅要有很高的产量潜力，更需要大面积适

种增产，这样才能够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他说，“百农矮抗58”成功解决小麦高产

大群易倒伏、矮秆品种易早衰、高产品种品质

不优和稳定性差、稳产性与广适性难结合等种

子培育的四大技术难题，其总体技术达到了行

业领先水平，具备亩产700公斤的产量潜力。

谈及今后的发展方向，茹振刚表示：“我

们不仅要将常规品种产量、质量进一步提高，

还要加快发展杂交小麦的步伐，用中国的杂

交小麦来影响世界的粮食生产。目前，我校

已建立的杂交小麦制种基地，为杂交小麦大

面积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有望突破杂交小

麦优势利用的世界性难题。”

茹振刚说，杂交小麦的推广对中国，乃

至世界意义非凡。作为世界两大口粮作物

的小麦和水稻，我国已经凭借杂交水稻拿到

了世界话语权，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探索研

究，争取把小麦的话语权也牢牢地抓在咱们

中国人手中。

本报讯（记者田明）1月 10

日，记者从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

议上获悉，我省将对贫困县的考

核机制进行改革，从主要考核

GDP转向主要考核扶贫开发工作

成效，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

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考核评

价的主要指标。

省扶贫办主任张成智说，

2013年，中央投入我省财政扶贫

发展资金14.84亿元，全省53个

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又有117万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2014年我

省将对1000个左右贫困村实施

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对5万人深石

山区贫困群众和具备条件的黄河

滩区贫困群众实施扶贫搬迁，对

20万左右贫困地区劳动力实施雨

露计划培训转移，再实现120万农

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力争贫困

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明显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

据介绍，我省还将建立贫困

县退出机制，2015 年末对提前

实现脱贫的县，按照有关规定

通报表彰，再继续享受两年专

项扶贫政策。对完不成扶贫目

标任务，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农

民收入水平与全省平均水平继

续扩大的县，要通报批评，鞭策其

加快发展。

本报讯（记者田明）1 月 10

日，记者从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

议上获悉，今年我省将以建立长

效机制为目标，消除体制机制障

碍，转变扶贫开发方式，实施精

准扶贫，着力实施“三山一滩”

贫困地区群众脱贫工程规划。

据介绍，“三山一滩”贫困地

区（大别山、伏牛山、太行深山区、

黄河滩区）因各种因素制约，经济

发展相对滞后，人民群众生活十

分困难，是全省扶贫开发的主战

场。省扶贫办、省发改委等部门，

组织编制了“三山一滩”贫困地区

群众脱贫工程规划。

省里正在积极争取，把黄河

滩区纳入国家扶贫攻坚扶持范

围。各级都要加大对“三山一滩”

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投入，鼓励扶

贫创新机制在“三山一滩”贫困地

区先行先试，以搬迁扶贫和贫困

村庄提升改造为重点，着力推进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着力引导社

会资源向“三山一滩”聚集，着力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着力提高贫

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着力改善

生产生活条件，着力增加贫困群

众收入。

届时，确保到 2020 年前将

“三山一滩”贫困地区建成扶贫搬

迁示范区、美丽乡村示范区、劳动

力培训转移示范区、特色产业示

范区和综合措施扶贫到户示范

区，实现脱贫致富。

本报讯（记者杨青通讯员李

文煜）1月10日，来自省财政厅的

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省财政共

投入432亿元支持粮食核心区建

设，为粮食总产实现“十连增”提

供了有力支持。

为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省

财政加快工作进度，2013年2月

就将全省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

补贴 106.8 亿元，全部兑现到

1936万户农户手中。其中，粮食

直补 14.9 亿元，农资综合补贴

91.9亿元。

农民手中的财政补贴“账

单”越来越实惠：省财政安排农

作物良种补贴19.2亿元，分别给

予小麦、玉米、水稻、棉花、花生、

油菜等良种进行补贴，受益面积

累计 18360 万亩。安排农机购

置补贴14.7亿元，全年补贴机具

16.5万台（套），受益农民9.86万

户，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机械

化水平。

省财政积极争取国家对我省

产粮大县的支持，奖励111个产粮

大县42.3亿元，比去年增加5.2亿

元，有效调动了产粮大县政府重

农抓粮的积极性。

本报讯（记者杨青）1月10日晚，2013

“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河南

卫视演播大厅举行。

2013“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是：宁赔

钱不赔信的“诚信鸡蛋哥”任庆河、98岁仍坚

持坐诊的“医生奶奶”胡佩兰、跃入黄河成功

救出3名落水者的大学生邢二朋、从乌克兰

嫁到新乡的洋媳妇娜佳、挥洒青春带领村

民致富的“村官”魏华伟、绿城社工服务站站

长陈骋、舍身救人的“最美海警”张旭、带着

老父修干渠的南水北调建设者陈建国、民间

水上搜救首创人任忠信、心怀祖国的河南籍

科学家施一公。组委会将集体奖授予了55

年安全生产无死亡的平煤四矿掘进一队。

“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由

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影电视局、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联合主办。从2005年开始，“感

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至今已经

成功举办了9年，评选出了90个先进典型

人物和英雄群体。

讨论研究《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农村
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实施意见（讨论稿）》

郭庚茂谢伏瞻作重要讲话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在郑召开
我省贫困县主要考核指标由GDP转

向扶贫开发工作成效

2015年末提前脱贫通报表彰
完不成扶贫目标任务通报批评

去年我省432亿元
支持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

我省将着力实施
“三山一滩”脱贫工程规划

——访河南科技学院小麦中心主任茹振刚
□本报记者马丙宇通讯员李柯杞文/图

把小麦的话语权抓在中国人手里

武陟
送喜报了

2013“感动中原”
十大年度人物揭晓

1月10日，汝南县张楼镇农民运动会在镇中心体育场内热闹举

行。运动会设有拔河、乒乓球、羽毛球、跳绳等项目，吸引了该镇100多

名群众参加各项赛事的角逐，会场里的加油声、欢笑声让赛场充满了

和谐欢乐的气氛。 孙凯 摄

汝南 趣味运动会 村民乐开怀

载誉归来的茹振刚

今日导读

2版为全省“三农”发展建言献策
参加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的代表

5版“大病保险”还可再报销一半
13省辖市参合农民大病住院“新农合”报销后——

延伸阅读：

解读“百农矮抗58”的神奇密码

▲ ▲

详见今日4版

3版热心公益的三条理由
冰窟救人英雄王军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