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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濮阳县清河头乡东清河头村温室大棚内桃花盛开，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赏

花拍照。近年来，该县积极引导农民发展特色果蔬，推动“农旅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增

收。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赵少辉刘洁娜摄

新蔡县 绘就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漯河市源汇区 返乡典型“召唤”人才回归

武国定在调研淮河流域生态治理工作时强调

“四水同治”全面发力
努力建设生态美丽淮河□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宋超喜

据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3月15日，十

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李克强总

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决

议，批准了这个报告。

报告共分三部分：一、2018年工作回顾；

二、2019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

向；三、2019年政府工作任务。

报告指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

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6.5%；城

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

5.5%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居民

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进出口稳中提质；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金

融财政风险有效防控；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000万以上，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

同步；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能耗下降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继续下降。

《政府工作报告》发布

人勤春来早。近日，记者行走在新蔡

大地，满眼春意盎然，处处涌动着高质量

跨越发展的滚滚热潮。

去年以来，新蔡县解放思想、实干干

实，抢抓时代机遇，奋力绘就高质量跨越

发展新画卷。2018年，该县GDP首破

200亿元大关，完成 210.33 亿元，增长

9.1%，增速位居省直管县第3位和全市第

2位；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首破10亿元

大关，完成10.05亿元，增长44.6%，增速

位居省直管县和全市第1位；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预计增长9.8%。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如期实现脱贫摘

帽目标。该县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

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坚持以脱贫攻

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举全县之力

向贫困发起冲刺，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

力，攻坚克难“拔穷根”，打赢打好了脱贫

攻坚硬仗。

2018 年，该县投入各类扶贫资金

8.96亿元，扎实推进产业扶持、金融扶

贫、转移就业、扶贫车间等重点工作，着

力强化交通、水电等基础建设，全面提升

医疗保障、教育保障、住房保障、最低生

活保障和特殊救助水平，实现了10.84万

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如期摘掉了贫困县

的帽子。去年9月5日，全省扶贫重点县

脱贫工作推进会在新蔡县举行，新蔡脱

贫经验在全省推广。去年9月25日，在

全省脱贫攻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省

委书记王国生在讲话中点名表扬新蔡

县，指出“基础较差的新蔡县顺利通过验

收，让人刮目相看”。

加大城市建设力度，大美新蔡破茧成

蝶。该县围绕“水”字做文章，努力建成生

态水城、大美新蔡。坚持“提升老城区、巩

固行政区、力推新城区”的城市发展思路，

以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为抓手，注重城市双

修，重点抓好水系联通、路网循环等重点

项目，城镇化率达36.76%，比2017年提高

1.96个百分点。全面打响重点项目攻坚

战，49.2公里的水系联通一期工程通水运

营；宽116米的大广高速引线——人民西

路景观大道建成通车；四条城市环线全面

开工建设。

提速提质项目建设，奏响产业发展强

音。该县牢固树立工业兴县、工业强县理

念，把项目建设做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引

擎。该县将2018年定为“招商引资项目

建设年”，全县项目建设提速提质。一年

下来，硕果盈枝，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9.2%，增速居省直管县第2位。

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日臻完善，21平方公

里的工业新城建设步伐加快，总投资6.5

亿元的4纵4横路网正在紧张施工，10万

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即将竣工投入使用。

新蔡县委书记王兆军说：“新时代是

奋斗的时代。新蔡县广大干群将争做新

时代的奋斗者和追梦人，实干干实开新

局，干出一片新天地，奋力绘就高质量跨

越发展新画卷，为推进驻马店高质量跨越

发展作出新蔡应有的贡献。”

本报讯（记者王东亮 仵树大 田明）

漯河市源汇区用乡土人才典型和他们的

成功经验，吸引、鼓励有志向、有能力的乡

土人才返乡干事创业，助推乡村振兴。

陈春强是空冢郭镇陈岗村农民，伴随

打工人潮，先后北上邯郸、南下深圳。

2004年，他带着自己所有的积蓄返乡创

业，建起了漯河市第一家门板厂。为了帮

助更多的人实现创业梦想，2012年，他与

村里几个有创业想法的人成立了陈家港

商贸有限公司，开始筹建陈家港创业园。

陈春强告诉记者：“为了创业园，我变卖了

所有房产，搭上了全部积蓄。最困难时，

有人退出，我咬牙坚持。手续批下来的第

二天，我们的第一条生产线就连夜安装生

产。如今，园里已入驻十几家企业。”

2月26日，记者前往空冢郭镇陈家港

创业园采访时，正赶上一家金融机构与创

业园里的企业搞银企对接，老板们都不

在，但生产车间里依然是一派忙碌的景

象。在这里上班的工人有上千人，大都是

周边的农民，一个月一个普通工人能挣

3000元。

陈春强说，由于生产经营环境好，园

区只要招商，老板们呼啦啦就来了。创业

园还有继续扩大发展的打算，现在的主要

问题就是发展空间不够。

1985年出生的李肖科是问十乡宋庄

村党支部书记。他从部队退伍后，在该市

建起了第一家宠物医院，同时还做着建材

生意。如今，他的宠物医院已开了四家，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去年6月他被“请

回”村子，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

过去的宋庄村落后是出了名的，村里

十几个大小坑塘垃圾满池，蚊虫乱飞，村

里的路也是坑洼不平，一下雨便泥泞不

堪。李肖科自己垫资，带领干部群众出义

务工，把村道整修得宽敞洁净，把坑塘改

造成了休闲小广场、小公园，种上了石榴、

柿子、桃、梨等果树。李肖科说，回村虽少

赚了钱，但很有成就感。下一步，他们将

以民俗农家院为依托，打造电商平台，推

销农家产品。

记者在源汇区委组织部了解到，今年

春节前后，源汇区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就

是联络乡土人才。他们抓住在外乡土人

才回家过年的机会，采取各种方式，用家

乡的发展变化，用李肖科、陈春强等乡土

人才典型的成功经验“召唤”在外乡土人

才回归。

源汇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志莹表

示：“做好乡土人才的回归工作意义重

大。今后，源汇区将继续大力营造良好的

干事创业环境，搭建良好的干事创业平

台，把在外的乡土人才吸引回来，让乡土

人才为家乡建设出力，助力乡村振兴。”

3月16日，选手在夏邑县栗城广场表演广场舞。当日，该县举办“倾情礼赞新中国巾帼奋进新时代”为主题的广场舞健身操展示交

流比赛，40多支广场舞健身操参赛队以跳舞健身的方式歌颂祖国，展示形象。苗育才 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增
强）3月12日，郭亚培正在新流转的500

亩黑小麦良种繁育基地里指导贫困户喷

施高效生物制剂，进行苗期田间管理。

郭亚培是郏县长桥镇亚培小麦种植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曾荣获原国家农业

部全国种粮售粮大户、全国农技推广示

范主体和平顶山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2012年，他返乡创业，流转土地2100余

亩，种植富硒黑小麦、黑花生等高效粮食

作物，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

“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确保

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听了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

讲话，我很受启发和鼓舞。”郭亚培说，

要保证粮食生产，就要有一大批立志从

事农业、从事粮食生产的人。

本报讯 （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王
崇顺）“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

审议时的重要讲话，为我市农业产业化

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继续深入推

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探索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新途径，完善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加快推动农业产业高效快速发

展。”邓州市农业局局长马黎升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邓州市是农业大市，常年种植小

麦面积超过200万亩，农业发展前景

广阔。3月14日，记者在该市桑庄腰

店万亩高标准粮田示范区看到，绿油

油的麦苗长势喜人，道路沟渠纵横交

错，五六台新型农业机械正在田间喷

洒农药，一幅现代农业图景展现眼前。

去年1月24日，我国首个杂交小

麦项目产业化基地在邓州开工建设；同

年5月17日，基地研发中心举行开工

仪式。“研发中心主体建筑已于去年11

月份建成，目前即将进入内部装饰阶

段，今年八九月份就能建成投入使用。”

研发中心项目负责人刘书超对记者介

绍，该中心投入使用后将使我国杂交小

麦基因资源挖掘、品种选育等领域的研

发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据悉，邓州杂交小麦产业化基地项

目一期将建设100亩分子育种与种子

加工区，3000亩遗传育种研发区，6万

亩优质种子生产示范区，涉及该市5个

乡镇。

本报讯（记者李政）3月11日，副省

长武国定到信阳市、驻马店市调研淮河

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工作，先后查看了出

山店水库大坝建设、淮河生态廊道工程

建设、河道采砂治理和宿鸭湖清淤扩容

工程等情况。

在出山店水库大坝，武国定查看了

混凝土坝段和土坝段工程建设情况，了

解工程进度，听取下步工作安排，他指

出，要善始善终抓好工程收尾，确保如

期竣工、安全度汛。在息县谯楼办事处

庞弯村的淮河生态廊道建设现场，武国

定了解淮河生态廊道绿化进度和投资

情况，询问各级河长巡河任务落实情

况。在大别山革命老区引淮供水灌溉

工程处，武国定听取工程前期工作进展

情况，他要求，要确保今年9月开工建

设，早日满足老区人民的期待。在八里

岔乡陈大洼采砂现场，武国定边走边看

采砂尾水净化处理流程，了解河砂规范

开采情况，他指出，要积极探索河道采

砂规范管理的长效机制，总结出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

在宿鸭湖水库清淤扩容工程现场，

武国定走进施工工地，查看施工情况，询

问水库清淤挖掘深度和开挖的淤泥处置

方案，并向施工单位负责人询问施工进

度，他指出，宿鸭湖水库清淤扩容工程是

省里确定的十大水利工程之一，这个项

目不仅对驻马店市的水生态水环境意义

重大，也给国内同类型的水库清淤工作

探索路子，要进一步优化工程方案，科学

组织施工，加快进度，严把质量，确保安

全，努力打造出优质工程、示范工程。

武国定指出，淮河是我省流域面积

最大的河流，抓好淮河流域综合治理，对

于改善淮河生态环境、促进流域经济社

会发展、造福淮河两岸人民，具有重要意

义。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

水方针，“四水同治”、全面发力，统筹推

进淮河流域综合治理。要高效利用水资

源，在抓好出山店水库、大别山革命老区

引淮供水灌溉工程的同时，再谋划一批

蓄水工程，让淮河更好地造福两岸人民；

要系统修复水生态，扎实开展水污染综

合治理，推进全流域截污、治污，实现达

标排放；要综合治理水环境，突出抓好河

道采砂管理，开展“清四乱”活动，加快淮

河生态廊道建设；要科学防治控水灾害，

着力抓好防汛度汛工程建设，加强科学

调度，确保安全度汛。要切实发挥各级

河长的作用，落实责任清单、任务清单，

加强监督考核，实行全流域齐抓共管，经

过若干年的持续努力，展现鱼翔浅底、岸

绿景美的生态画卷。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 通讯员宇娇）

3月13日，省交通运输厅下发通知，要

求对运输持有2019年联合收割机、插

秧机跨区作业证的车辆免收通行费。

去年，该项政策累计减免通行费用

6967.45万元

据了解，农业农村部为2019年度

参加机收会战的联合收割机、插秧机，

统一印制了2019年联合收割机、插秧

机跨区作业证。今年分配给我省的数

量是7万张，一机一证，免费发放。联合

收割机不得在高速公路上通行，运输联

合收割机、插秧机的车辆在收费公路上

行驶，车辆上所运载的一台或多台联合

收割机或插秧机均持有2019年联合收

割机、插秧机跨区作业证时，该运输车

辆方可享受免交通行费政策。如司乘

人员在享受该政策过程中有任何问题，

可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

进行投诉建议。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翁应
峰）3月17日，河南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组

织中国人民大学河南校友会、河南省豫

南商会及河南上淮农垦开发有限公司等

单位，向信阳市平桥区胡店乡中心学校

捐资20万元。

此次活动由河南省老区建设促进

会、河南省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牵头组

织，中国人民大学河南校友会、河南省老

区建设基金会、河南省豫南商会、河南上

淮农垦开发有限公司具体承办。

据了解，从2017年开始，河南省老

区建设促进会组织中国人民大学河南校

友会在胡店乡中心学校设立“中国人民

大学河南校友会信阳老区捐资助学活动

基地”，每年向该校捐赠20万元，并承诺

连续10年不间断捐赠，今年是开展此项

活动的第3年，目前共捐款60万元。

省老促会组织人大河南校友会等单位

向信阳老区学校捐资20万元

跨区机收会战车辆仍免通行费

邓州市
杂交小麦引领
农业产业化发展

全国种粮售粮大户郭亚培：

保证粮食生产，要有一批立志从事农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