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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1月10日，人大代表聆听政府工作报告。

图② 1月10日，周口团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图③ 1月10日，商丘团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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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刚刚过去的2019年，全省“三农”工作

成绩喜人。新的一年，如何高质量打赢脱

贫攻坚战？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月

10日上午，代省长尹弘在省十三届人大三

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给出了明

确答案和目标。

2020年，我省将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把保障粮食安全与深化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结合起来，统筹做好“三农”工作，

加快建设农业强省。

2019年“三农”发展成绩单

全力推进脱贫攻坚。着力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

特殊贫困群体，统筹推进产业扶贫、金融扶

贫、交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生态扶

贫等政策落实，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

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

全省农民平均增幅。改造农村危房10.6

万户，933个贫困村饮水安全得到巩固提

升。“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26万人入住任

务全面完成，黄河滩区居民迁建20万人安

置区基本建成。全年实现68.7万农村贫

困人口脱贫、1169个贫困村退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稳定粮食生产

能力，新建高标准农田590万亩，粮食总产

达到1339亿斤，创历史新高。持续推进

“四优四化”，优质专用小麦、优质花生种植

面积均居全国第一。推进绿色食品业转

型升级，加快4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设，启动30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

建。新建、改建农村公路超过1万公里，全

省所有行政村实现通硬化路、通客车。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无害化厕所改造成效明显。深化农村改

革，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顺利推进，农村

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基本完成。新型经营

主体发展到28万家。成功举办第二届全

国粮食交易大会。

2020年“三农”工作这样干

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紧盯35万

建档立卡未脱贫人口，聚焦“三山一滩”特

别是大别山革命老区等深度贫困地区和

特殊贫困群体，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贫困村全部出列。做好返贫人

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监测和帮扶，持续巩

固脱贫成果。扎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

续帮扶工作，全面完成黄河滩区居民迁建

目标任务。出台支持大别山革命老区振

兴发展政策措施。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

困的长效机制，推动脱贫攻坚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有机衔接。

提升粮食核心竞争力。坚持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稳定粮食生产能力。编制新

时期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规划。深

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开展耕地保护提质

行动，新建高标准农田660万亩，建设40

个优质粮源基地示范县，优质专用小麦发

展到1500万亩，打造一批粮食产业示范

链。开展主要粮食作物全程机械化行动，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5%。加快国

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农机装备

创新中心建设。

做强优势特色农业。加快发展高效

种养业，建设优质小麦、优质花生、优质草

畜、优质林果等十大优势特色农产品基

地。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

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

链，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进面、肉、

油、乳、果蔬五大产业转型升级。做好粮食

市场和流通文章，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园，加

快中国（驻马店）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

设。落实各项扶持政策，抓好生猪稳产保

供，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

加快建设美丽乡村。以“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为抓手，持续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抓好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

厕所革命、村庄绿化亮化，扩大农村生活垃

圾、生活污水处理和卫生厕所覆盖面。高

质量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完善农村信

息、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加强传统村落

保护和提升，广泛开展文明村镇、文明庭院

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持续深化农村改革。衔接落实第二

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深化

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推进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全省试点工作，开展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三年提升行动。探索宅基

地“三权分置”改革。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质量规范提升行动，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

划。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隆重开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主持会议 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及计划、预算报告

在乡村振兴中建设农业强省
从政府工作报告看“三农风向标”

1月10日，河南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

议首场“代表通道”正式开启，6名省人大

代表集体亮相“代表通道”。如何推动农

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农民脱贫致富成为热

点话题。

带动贫困户转为新型职业农民

省人大代表、尉氏县国瑞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师鹏飞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说起投身农业和村民一起搞合作社，还

要从我的留学经历讲起。有一次同学聚

餐，本想给大家露一手炒几个菜，谁知道

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发现蔬菜品种少而

且贵，都要几十元一斤，吃饭时发现菜的

口感也很差，不是原汁原味的感觉。这件

事在我心里成了很大的一个结，所以在大

学毕业后毫不犹豫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

来，我希望让食物恢复原本的味道。”

然而回到村里，师鹏飞发现事情并没

那么简单，村民种地基本靠经验，化肥用

得一年比一年多，造成了严重的土壤问

题。怎样种好地？师鹏飞开始了不断地

探索，他尝试采用无农药、无化肥的种植

方式，借助辣椒水、蒜水除虫除菌，产量没

有降低，品质却大大提升。他说：“要发展

农业，必须坚持绿色的生产理念，保障食

品安全。”

种地不能光靠经验，农村需要懂农

业、爱农村的新型职业农民。师鹏飞发动

强社带弱社，去年共为9家合作社246户

贫困户免费提供香菇菌棒15万棒，并定

期为他们提供技术指导，讲授生产注意事

项，带动贫困户由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

民转变，使贫困户也能逐步发展产业，变

输血为造血，走向致富路。

“与其一年做五件事，不如五年做一

件事。”师鹏飞说，“在担任人大代表期间，

我会继续扎根基层，撸起袖子加油干，带

动更多农民转为新型职业农民。同时呼

吁更多的人才回到家乡，建设家乡，为乡

村振兴贡献力量。”

99道工序的灵宝苹果带富一方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

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黄河进入河南的

第一个县市，灵宝苹果为什么能够驰名中

外？省人大代表、灵宝市委书记孙淑芳说

出了其中的秘诀。

近年来，为控制产量、提高质量，果农

将苹果管理细化为99道工序，用山泉水

灌溉，施农家肥，套双层袋，给苹果穿上

“纯棉内衣”，采摘后24小时之内必须迅

速入库，冷藏温度要控制在0摄氏度左

右，使苹果迅速进入休眠期。

灵宝苹果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富

了一方百姓，还美了一方山水。灵宝的寺

河山，过去是荒山，水土流失严重，通过种

植6万亩苹果，不仅解决了水土流失的问

题，漫山遍野的红苹果使寺河山森林覆盖

率达到90%，山绿了，水清了，成了天然氧

吧。寺河山被授予苹果森林康养小镇，也

成了全省、全国通过发展产业，防止水土

流失，环境保护的示范区。

孙淑芳说，下一步，灵宝将积极探索

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以绿

色为底色，以标准化为抓手，继续为全省、

全国生产优质高端的灵宝苹果。

紧盯35万建档立卡未脱贫人口，确保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村全部出列。

新建高标准农田660万亩，建设40个优质粮源
基地示范县，优质专用小麦发展到1500万亩。

开展主要粮食作物全程机械化行动，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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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农村危房10.6万户，933个贫困村
饮水安全得到巩固提升。

全年实现68.7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1169个贫困村退出。

稳定粮食生产能力，新建高标准农田590万亩，
粮食总产达到1339亿斤，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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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中共中央、国务院

10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韩正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李克强代表

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韩正主持大会。

上午10时30分，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

始。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19年度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第七一九研究所黄旭华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大气

物理研究所曾庆存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

热情握手表示祝贺，并请他们到主席台就座。随

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

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

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

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96个

项目和12名科技专家。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举行
习近平出席大会并为最高奖获得者等颁奖

首场“代表通道”开启

农业强农民富，听听他们怎么说

□本报记者焦莫寒
□本报记者焦莫寒王旭

本报讯（记者李点焦莫寒）1月10日

上午，河南省第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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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生、孔昌

生、赵素萍、李文慧、马懿、王保存、徐济超、

张维宁、乔新江、丁巍主持大会并在主席台

前排就座。

尹弘、刘伟、任正晓、李亚、甘荣坤、黄

强、穆为民、江凌、徐立毅在主席台就座。

郭庚茂和徐光春、任克礼、范钦臣、王

全书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9时，王国生宣布：河南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共有代表946名，出席开

幕大会的代表896人，符合法定人数，现在

大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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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政府代省长

尹弘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共分三个部

分：一、2019年工作回顾。二、2020年工

作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三、2020年重点

工作。

尹弘在报告中说，刚刚过去的2019

年，是中原更加出彩历史进程中极不平凡的

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发展的高度

重视、对一亿河南人民的亲切关怀，让我们

深受鼓舞，倍感温暖。一年来，在中共河南

省委领导下，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

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

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奋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呈现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初步预

计，全省生产总值突破5万亿元，比上年增

长7%以上；财政总收入突破6000亿元，其

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041.6亿元、增长

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6%左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尹弘说，一年来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着力扩需求稳增长，经济保持平稳运行；着

力推动转型升级，发展质量稳步提升；着力

打好三大攻坚战，发展短板加快补齐；着力

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动力持续增强；着

力统筹城乡建设，协调发展水平稳步提升；

着力惠民生增福祉，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

回顾过去的一年，在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

杂形势下，我省高质量发展迈上了新台阶，

中原更加出彩迈出坚实步伐。这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

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克难攻坚、

共同奋斗的结果，也离不开中央驻豫单位

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大力支持。

尹弘说，2020年，政府工作要紧扣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

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三大攻坚

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抢抓机遇、做强

优势、补齐短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间和社会大局稳定，确保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

值增长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5%，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1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7%，继

续保持“三个同步”“三个高于”。

尹弘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

理念，把创新作为最强发展动能，把创新作

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把营造创新氛

围作为最重要的发展环境。今年要重点抓

好九个方面的工作：一、促进经济平稳增

长，抓项目建设，激发消费潜力，大力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二、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做强做优主导产

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生产性服务业

发展，提升科技支撑能力。三、坚决打好打

赢三大攻坚战，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坚

决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强化风险防范化

解。四、纵深推进改革开放，更大力度深化

重点领域改革，更高水平扩大对外开放。

五、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加快中原城市群

建设，提高城镇化质量，提升县域经济发展

水平。六、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升粮

食核心竞争力，做强优势特色农业，加快建

设美丽乡村，持续深化农村改革。七、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谋划推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快构筑生态屏障，大

力推进资源高效利用。八、切实保障和改善

民生，扎实办好民生实事，稳定扩大社会就

业，加强社会保障工作，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推进健康中原建设，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提

升社会治理能力。九、全面提升政府治理效

能，扎实推进依法行政，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大力弘扬务实重干作风，建设廉洁政府。

大会书面听取了关于河南省2019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0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关于河南省

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预算

草案的报告。

陈兆明、舒庆、戴柏华、何金平、武国

定、刘伟、霍金花、钱国玉、李英杰、龚立群、

张亚忠、高体健、周春艳、谢玉安、张震宇、

刘炯天、胡道才、顾雪飞、刘金来、王新国、

孟繁浩、任友祥、宋存杰、许世宏、刘法峰在

主席台就座。

尹晋华、刘春良、刘满仓、蒋笃运、储亚

平、赵建才、段喜中、孔玉芳、蔡宁、张立勇

和张广智、梁静、史济春、靳克文在主席台

就座。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刘广祥、张德

广、亢崇仁、李长铎、李志斌、张以祥、贾连

朝、李中央、王明义、李柏拴、王文超、刘新

民、张程锋、袁祖亮、铁代生、张大卫和大会

主席团其他成员。

出席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协

委员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