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1月17日召开
正式会期 3 天半

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杨青）1 月 13 日上午，河南
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召开，河
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王克俊现场
宣布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将于 1 月 17 日召开，正式会期 3 天半，以及会
议主要内容、议程和日程安排等内容。
河南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主要议程
为：听取和审议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政协河南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以来提
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河南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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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 传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接力棒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吴辉 康党培）眼下，寒意
浓浓，但禹州市鸠山镇张家庄村的冬桃基地，却是一派热火
朝天的繁忙景象，村党支部书记张春生带着 30 名脱贫群众
正在整地、栽苗，大伙儿笑逐颜开。
张家庄村曾是禹州市 53 个省定贫困村之一，原来交通
闭塞，贫困落后，村里行路难、吃水难、就医难。近年来，张
家庄村“两委”先后筹资 3000 多万元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探
索“旅游+扶贫”模式，发展乡村旅游，综合旅游收入突破
500 万元；培育村矿泉水厂、农副产品加工厂等经济实体，
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 40 万元。通过努力，该村探索出一
条符合本村实际的攻坚路径，实现了从贫困村到“美丽乡
村”的华丽转变。
张家庄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是禹州市精准扶贫的一个缩
影。党的十八大以来，禹州市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重
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推动责任、政策、工作“三个落
实”。圆满完成脱贫目标任务，53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全部

脱贫摘帽，建档立卡贫困户 14927 户 52143 人全部脱贫出
列；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53 个贫困村实现“六通四有”
目标，贫困地区群众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
得到彻底解决；打好产业扶贫、创业就业、金融扶贫、消费扶
贫和资产收益“五张扶贫牌”，促进贫困群众稳定增收；美丽
乡村不断涌现，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创建美
丽乡村 337 个、先进村 652 个、美丽乡村群 24 个，其中 48 个
贫困村“华丽转身”美丽乡村……
坚持尽锐出战，
强化责任担当。该市强化党政正职负总
责的领导责任制，建立县级干部责任体系，成立 16 个脱贫攻
坚重大专项工作指挥部和 6 个专项工作组，四大班子领导联
乡包村，市直单位、社团组织、爱心企业积极参与扶贫工作。
健全机关干部结对帮扶、签约医生健康帮扶、县级干部包村
联乡、爱心企业联系到村的“双帮双联”帮扶体系，选派 100
支驻村工作队、439 名党建指导员、3400 余名机关干部开展
帮扶，
形成专业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的扶贫大格局。

坚持分类施策，拓宽增收渠道。该市把贫困群众稳定
增收作为脱贫攻坚的核心工作，拓宽多元增收渠道。实施
产业扶贫，培育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带贫主体 106 家，
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发展花石镇河东张村、磨街乡刘门村等
多个“一村一品”扶贫产业村。探索“旅游+扶贫”模式，实现
综合收入 1.8 亿元。
坚持跟踪管理，巩固脱贫成效。该市开展扶贫领域“四
个不摘”专项行动，建立监测预警和动态帮扶机制，对 53 个
脱贫摘帽村和所有脱贫户定期跟踪监测、综合研判，及时发
现影响巩固脱贫成果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提前防范处
置。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下
一步，我们将继续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做到频道不
换、焦点不变、力量不减，围绕成效巩固、产业发展、项目建
设等重点工作，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禹
州市委副书记陈涛说。

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讨论河南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
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审议
通过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
报告的决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
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
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二
届河南省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政治决议；审议
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下转第二版）

武国定在省级责任单位履行脱贫攻坚
专项责任集中述职评议会上强调

履行责任巩固拓展成果
实现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本报讯（记者田明）1 月 13 日
上午，省级责任单位履行脱贫攻坚
专项责任集中述职评议会召开。
副省长武国定主持会议并讲
话。在听取22家省级责任单位负责
同志述职并进行评议后，武国定指
出，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
“十四五”
规
划开局之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
实现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起步
之年。要把脱贫攻坚工作总结好，
进
一步总结我省脱贫攻坚取得的伟大
成就，讲好河南脱贫故事，为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打好基础，积蓄力量。
要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好，切实抓

好国家和省考核问题反馈整改，进
一步提升脱贫攻坚质量和成色；切
实稳定帮扶政策，严格落实“四个不
摘”要求；切实防范各类风险，开展
好“话脱贫、感党恩、奋进新时代”主
题活动，确保脱贫攻坚成果经得起
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要把乡村振兴
衔接好，搞好政策衔接、工作衔接、
队伍衔接，做到工作不留空当、政策
不留空白，确保实现平稳过渡。
述职评议会上，由 20 名省人大
代表、20 名省政协委员和 2 名民盟
盟员组成评议组，对 22 家省级责任
单位述职进行评议。

开新局
“十四五
”
2021 年 ，我们这样干

挑起科技创新
“金扁担”
□本报记者 代珍珍 通讯员 王赟

白鹭戏水

舞翩跹

1 月 12 日，
柘城县容湖国家湿地公园，
朝霞映衬着湖面金光灿灿，
一对白鹭在湖面上嬉戏，
勾画出一幅美轮美奂的白鹭戏水图，
吸引着晨练的人们驻足观看。张子斌 摄

本报讯 (记者李政)1 月 13 日下午，省政府
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冬春季疫
情防控工作的开展情况。会上，省疫情防控
指挥部办公室综合组副组长，省卫健委党组
成员、副主任张若石就如何做好农村地区疫
情防控作出详细介绍。
严防风险输入。扎实抓好农村社区网格
化、精细化管理，从严执行卡口验码、登记措
施，对外来人员一律做好扫码登记，全面排查
中高风险地区返乡或有旅居史的人员，不能简
单“一刀切”，要精准识别、精准施策，坚决守好
基层疫情防控阵地。
提升疫情发现能力。在广大农村，数万
名家庭签约医生、乡医、村医将恪尽职守，发
挥深入基层监测排查作用，做好重点人群及
外来、返乡人员的疫情防控工作，发热筛查哨
点、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个体诊所也将发
挥 好“ 探 头 ”的 作 用 ，发 现 问 题 就 要 及 时 上
报。疫情期间，村卫生室、个体诊所一律不得
收治发热病人；县级医院要指导乡镇卫生院
做好发热病人初步排查，开展乡村医务人员
培训，及时发现发热、咳嗽等可疑人员，迅速
安 排 到 县 级 医院进一步排查并加强信息报
告。设置发热门诊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实
地考察发热病人接诊、筛查、留观、转诊工作
流程，制定流程关键点整改完善清单，消除
政 策 措 施 落 实 盲 区 ，确 保 发 热 病 人 闭 环 管
理。
加大农村地区爱国卫生运动力度。组织
群众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清理卫生死角，加
强公共物品及公共区域的清洁消毒，净化居家
场所和公共空间，创造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
减少病毒传播风险。对农贸市场、超市、学校、
小餐饮店等人员聚集公共场所进行卫生整治，
有效清除“四害”滋生地，降低病媒生物密度，
减少传播风险。

粮食总产 1365.16 亿斤
蔬菜总产量 7000 万吨以上

低保金涨了 养老金多了

村卫生室、个体诊所
一律不得收治发热病人

聚焦·2020年河南省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

米袋子满了 菜篮子稳了

我省多举措防控农村地区疫情

城乡低保增幅分别达 9.6%、10.4%
城乡居民养老金每人每年增加 60 元

本报讯 (记者戴晓涵)1 月 13 日，省政府新闻
办召开的
“2020 年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新闻
发布会上传来了好消息：2020 年，全省粮食生
产再获丰收，总产、单产均创历史新高，粮食总
产 1365.16 亿斤，占全国粮食产量的 10.19%，对
全国粮食增产贡献率达 23.07%。我省是蔬菜
生产大省，蔬菜常年播种面积 2500 万亩左右，
总产量保持在 7000 万吨以上，均位居全国前
列 。 2020 年 前 三 季 度 蔬 菜 及 食 用 菌 产 量
5505.41 万吨，同比增长 3.0%，预计全年产量高
于 2019 年，市场供应有力，较好地满足了居民日
常需求。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万里介
绍说，2020 年，省政府办公厅专门制定印发了
“米袋子”
“菜篮子”保供考核办法，加大组织领
导力度，实化细化量化目标任务，强化部门统筹
协调，严格检查考核督导，压紧压实“米袋子”市
县长分级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督促
各地狠抓各项目标任务落实，确保“米袋子”
“菜
篮子”各项工作有序有力推进，切实保证了市场
供应、保障了基本民生。
收购是产后的第一个环节，直接关乎粮食
价值的实现和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省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副局长刘云介绍说，2020 年，全省累
计收购粮食达到 600 亿斤，超额完成省定目标，
我省粮食社会库存继续处于高位，有效发挥了
守底线、稳预期、保安全作用。
“去年我们建立完善《河南省粮食应急预
案》，在现有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的基础上，进
一步扩大应急供应网络的覆盖范围，确保每
个乡镇、街道（社区）至少有 1 个应急供应点；
城市人口集中的社区，每 3 万人至少有 1 个应
急供应点，实现粮食应急供应网点城乡全覆
盖。”刘云说。目前，我省已建成省级应急供
应网点 2152 个，能够保障应急状态下的粮油
供应。
本报联系电话

本报讯 (记者戴晓涵)1 月 13 日，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2020 年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新闻发布
会，省民政厅一级巡视员尚英照介绍说，2020 年我
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
面完成“提高困难群众生活保障水平”重点民生实
事任务，在强化脱贫攻坚兜底保障等方面作出了积
极贡献，有力保障了全省 330 万低保对象、50 万特
困供养人员的基本生活。
2020 年，全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
高到每人每月不低于 570 元，实际平均达 582 元；农
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不低于
4260 元，实际平均达 4503 元，高出全省脱贫标准
503 元，稳定实现“两线合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月
人均财政补助水平提高到不低于 178 元，实际平均
达到 201 元。城乡低保标准增幅分别达到 9.6%、
10.4%。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当地低保标
准的 1.3 倍。
“过去一年，全省 2451 个乡镇（街道）全部建立
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发放临时救助金 1.8 亿元，救
助困难群众20万人次。
”
尚英照说。
过去一年，
我省退休人员生活保障网构建情况如
何？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省社会保险
中心主任王曙辉介绍说，我省从2020年1月1日起，
为2019年12月31日前已经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
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调整提高基本养老
金。调整幅度按照我省2019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
养老金的 5%确定。
“从2020年7月1日起，提高全省城乡居民基础
养老金最低标准，每人每年增加 60 元，惠及 1559 万
名老年城乡居民。提高后，全省城乡居民基础养老
金最低标准达到每人每月 108 元，提高增加的基础
养老金已全部发放到位。”王曙辉说。这是自 2009
年新农保制度建立以来，
我省第6次提高城乡居民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到 2020 年年底，全省城乡居民
平均养老金水平为每人每月 116 元，其中待遇水平
最高的郑州市每人每月24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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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我省
科技工作将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
1 月 11 日，记者从省科技厅 面的工作：
获悉，
“十三五”期间,我省高新技
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力度。实
术企业总量连翻两番，科技型中 施种业创新专项，重点推进小麦、
小企业突破万家，位居全国第五， 玉米、花生、芝麻、大豆以及畜禽
中部首位。小麦、玉米、花生、芝 等领域新品种选育和推广，建设
麻等品种选育水平全国领先，全 优势农业种质资源库，提升我省
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 2016 主要作物育种水平，确保国家粮
年 的 57.8% 提 高 到 2019 年 的 食安全。加大对畜禽育种的支持
62%，农业科技整体实力稳居全 力度，在肉牛、肉羊等优良品种选
国第一方阵。
育上争取尽快取得突破，巩固我
“十三五”是我省科技创新能 省育种科技的领先地位。
力快速提升的时期，全省科技创
稳定农业科研团队。在人才
新体系不断完善，创新水平实现 引育、资金投入、项目安排、平台
整体跃升，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 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向农业领域
第一动力作用日渐凸显。
重点科研创新团队倾斜，给予持
2018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 续稳定支持，实施农业重大创新
等奖“高产优质小麦新品种郑麦 项目，力争食品加工、生物育种、
7698”——不仅解决了优质强筋 农机装备、智慧农业、畜禽健康养
品种产量水平普遍低于高产品种 殖等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突破，不
的难题，还为提高我国大宗面制 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食品的质量提供了新的品种类
加强载体平台建设。加强对
型，使郑麦 7698 成为我国小麦生 周口国家农高区创建工作的项目
产的主导品种。河南科技学院主 支持、平台支撑，力争早日获批，
持选育的小麦品种“百农 207”， 争取新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布
集抗逆性、广适性、稳产性、丰产 局一批省级农业科技园区。以实
性于一体，是目前我省第一大小 施科技特派员助力脱贫攻坚“十
麦品种，增列为区试对照品种， 百千”工程为抓手，扎实推进“科
最大年推广统计面积 2000 万亩 技支撑乡村振兴三年行动计划”，
以上，年增社会经济效益 10 亿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
元以上。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代化贡献科技力量。
1.“十三五”期间,我省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连翻两番，科技
型中小企业突破万家，
位居全国第五，
中部首位。
2.“十四五”开局之年，
重点推进小麦、玉米、花生、芝麻、大
豆以及畜禽等领域新品种选育和推广，
建设优势农业种质资源
库，
提升我省主要作物育种水平，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3.在人才引育、资金投入、项目安排、平台建设等方面，进
一步向农业领域重点科研创新团队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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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2 日，尉
氏县门楼任乡要
家村民要水旺和
爱心志愿者收割
芫荽。去年下半
年，要水旺利用扶
贫资金 10 万元建
造了 6 个大棚进行
芫荽种植，每季亩
产 1000 余 公 斤 ，
纯收入过万元。
李新义 摄
责编 王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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