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是邓州迈入省直管

县的首年。近日，记者深入邓州采

访，处处可以感受到这片热土上，

干部群众全力以赴谋发展的干劲

和激情。

邓州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省委、省政府对邓州全面实

行直管，这是邓州发展史上重要的

里程碑，掀开了加快丹江口库区区

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崭新篇章！”南

阳市委常委、邓州市委书记姚龙

其说。

除了省直管县这一重大机遇

外，邓州还面临着国家保障粮食安

全给粮食主产区带来的机遇、加快

推进城镇化带来的机遇、东部产业

转移带来的机遇，以及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通水带来的机遇。这些都

为邓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

的契机。

记者了解到，2014年，邓州将

抢抓直管机遇，紧紧围绕建设丹江

口库区区域中心城市目标，把握改

革创新、加快发展总基调，以招商引

资和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中心城

区、粮食核心区、产业集聚区、商务

中心区建设，走好新型城镇化、新型

工业化、信息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

同步发展之路，努力打造魅力邓州、

实力邓州、活力邓州、平安邓州。

2014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

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10%，三

次产业结构由“二一三”升级为“二

三一”，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

15%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25%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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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高标准粮田建设巡礼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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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省直管县（市）的报道·邓州篇

□本报记者曹国宏

抢抓直管机遇
加快改革发展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肖文超

整合资金投入 依靠科技支撑

产粮大县的责任担当■点评

□省委政研室农村处处长 刘光生

本报讯（记者刘亚辉林常艳）1月16日

上午，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在省人民会堂隆重开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郭庚茂、邓凯、夏

杰、秦玉海、张大卫、蒋笃运、储亚平、王保

存、李文慧、张启生主持大会并在主席台前

排就座。

省领导谢伏瞻、叶冬松、李克、刘春良、

尹晋华、周和平、史济春、刘满仓、吴天君、赵

素萍、陈雪枫在主席台就座。

徐光春、王全书、曹维新、孔玉芳和任克

礼、林英海、范钦臣也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9时，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郭庚茂

宣布：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共有代

表951名，出席开幕大会的代表903人，符合

法定人数，现在大会正式开幕。

与会人员全体起立，会堂内响起雄壮的

国歌声。

在热烈的掌声中，省长谢伏瞻作《政府

工作报告》。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2013

年工作回顾；二、2014年工作总体要求和主

要目标；三、2014年重点工作；四、以改革创

新精神推进政府自身建设。

谢伏瞻说，过去的一年，在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全省上下认真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坚持“总要求”，转变“立足点”，突出“四

着力”，狠抓“三重点”，长短结合、标本兼治、

综合施策、攻坚克难，努力稳增长、调结构、

促改革、惠民生，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绩。

初步预计，全省生产总值达到3.15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9%左右；发展质量效益明显提

高，财政总收入3686.8亿元、增长12.3%，地

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2413.1 亿元、增长

18.3%，新增城镇就业143.1万人、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90万人；粮食生产克服连续干

旱，总产达到1142.7亿斤，增产15亿斤，实

现“十连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3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400元，分别实

际增长7%和9%左右。经济社会发展继续

保持好的趋势、好的态势、好的气势。

谢伏瞻说，一年来，我们突出抓了以下

工作：一是着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既坚定

信心、保持定力，又主动出击、精准发力，及

时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

增速稳中趋升、质量稳中有进、趋势稳中向

好，各项指标趋于协调，发展后劲持续增

强。二是全面实施三大国家战略规划，扎实

推进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加快中原经济区

基础支撑能力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建设实现良好开局。三是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提升产业结构，推

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加快构建自主创

新体系，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四是

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五

是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扩大就业，提

高社会保障水平，全面发展社会事业，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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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北粮仓滑县连续11年蝉联全国粮食

生产先进县，连续22年保持了河南省产粮第

一县的荣耀，成为全国粮食生产的一面旗帜。

“我县之所以能实现粮食持续稳产增

产，是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安全，

积极推进高标准粮田建设，充分挖掘良种、

良法、良农、良策对粮食增产叠加效应的结

果。”滑县农业局局长高海文接受采访时说。

滑县按照“宜大则大”的原则，在全县规

划了33个万亩方、38个千亩方、10个百亩

方，规划高标准粮田155万亩。其中，以

26.5万亩白马坡、卫南坡和留固10万亩高

标准粮田示范区为核心，规划建设了1个集

中连片面积达50万亩的高标准粮田示范

区，建成后将成为河南省规模最大、标准最

高、产能最高的高标准粮田示范区和现代粮

食生产示范区。

项目建设舍得投入

项目资金捆绑使用。该县按照“渠道不

乱、性质不变、统筹安排、集中使用、各负其

责、各记其功”的原则，积极整合农业综合开

发、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小型农田水利

建设、新增千亿斤粮食、土地平整、标准粮田

建设等项目资金统一安排，有效整合，形成

了“多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

放水”的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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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莹）1月16日，春运

首日，郑州铁路局旅客发送量为21.78

万人，总体客流相对平稳无明显增加。

据统计，郑州火车站当日发送旅客

9.1万人，比春运前略有减少。郑州东

站发送旅客约1.8万人，比平时的1.6万

人略有增加。

郑州铁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春运

首日客流无明显变化，主要原因是春节

前客流主要是学生流、探亲流和民工返

程流，客流相对平缓，出行时间相对不

集中，客流高度叠加未形成。

另悉，公路方面，郑州交运集团各

汽车客运站昨日总客流量为11.8万人

次，比去年同期增加8.37%。

本报讯（记者张莹 通讯员汪

军）1月16日，郑州交运集团郑州汽

车站投入试运营。另外，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长途汽车站、郑

州火车站西广场城乡长途汽车站也

在当天启用发车。

据了解，郑州汽车站是一级客

运站，站址位于郑东新区郑州东站东

侧，占地面积6.2万平方米，设计容量

可以满足日均6.5万人的旅客发送

量。该站主体站房分为地上六层，地

下一层。目前启用的是地上一层。

本报讯（记者田明）1月 16

日，记者从团省委获悉，2013年3

月27日，团省委、省青基会主办的

河南希望工程“微公益”平台上

线，截至目前，共开展30次募捐活

动，省内外1万多名爱心人士参与

捐助活动，募集资金639394元。

据悉，“微公益”的每个项目

从发起救助到目标完成，都遵循

希望工程“公开、透明”的公益

理念，在项目发起救助阶段，由

爱心团对项目真实性进行核实，

在项目核实后，希望工程进行

认领，发起募捐。在募捐过程

中，参与者都可查看募集资金

数，看到每一笔捐款，在达到目

标募集资金后，把资金及时送

给受助者，把相关票据及时在

网上公布，让捐助者了解资金

的落脚点。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

师军杰龚伟锋）近日，漯河市出台

了《漯河市林业生态市建设奖补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以调动社会

各方面参与林业生态建设的积极

性，全面提升林业生态建设水平。

《办法》规定，鼓励公司、个人

发展用材林、苗木花卉、经济林基

地，从今年至2020年年底，漯河

市市级财政将对全市境内沿京珠

高速公路、107国道及省道漯舞

路主干道两侧500米范围内连片

种植的林业产业基地每亩一次性

补助500元；对全市其他新建集

中连片规模在 100 亩以上（含

100亩）的林业产业基地，每亩一

次性补助200元。同时，对达到

市级生物防治示范区创建标准，

并经考核命名的县区，市级财政

奖励30万元。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主持会议 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及计划、财政报告

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隆重开幕

滑县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大县，

从不放松粮食生产，充分体现了一个产粮

大县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其坚持不懈

发展粮食生产的思路和宝贵经验，值得学

习和借鉴。

滑县的做法值得称道。一是滑县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长期坚持不

放松。二是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上不含

糊，舍得投入，加快高标准粮田建设，夯实

粮食发展基础。三是始终坚持依靠科技作

为核心支撑力，大力开展高产创建活动，实

现良田、良种、良法有机统一。四是建立粮

食生产激励机制，把高标准粮田建设工作

纳入乡镇和相关县直部门年度考核范畴，

充分调动方方面面投入高标准粮田建设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滑县高标准粮田建设探秘

栽树面积大 政府给补助

郑州汽车站昨日试运营
省会郑州当天三个新汽车站启用

希望工程“微公益”平台
上线不到一年募集60多万

春运首日客流平稳

春运春运··好运好运

1月16日上午，在郑州火车站前广场，随处可见步履匆匆的返乡旅客。

本组照片由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欢喜旅程欢喜旅程

满载而归满载而归

1月15日，在汤阴县菜园镇葛庄村恒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果蔬高科

技示范区内，农民在采摘反季节蔬菜。随着春节的临近，汤阴县反季节

蔬菜迎来销售旺季。 王鹏飞 摄

汤阴汤阴：：反季节蔬菜销得旺反季节蔬菜销得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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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出台奖补政策推进生态林业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