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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旭）2月3日下午，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2021年河

南省重点民生实事”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从去年10月份开始，省发改委联合省财

政厅共同开展2021年省重点民生实事

征集工作，最终确定了我省2021年10

件重点民生实事。

这10件重点民生实事如下：一是开

展妇女“两癌”筛查、产前筛查和新生儿

疾病筛查，对农村适龄妇女、纳入城市低

保范围的适龄妇女免费开展一次宫颈

癌、乳腺癌筛查工作，宫颈癌、乳腺癌各

完成140万人；二是实施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全年救助不少于1.9万人；三是推

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全年完成改

造不少于50万户；四是改善农村出行条

件，完成约9000个自然村通硬化路，年

底前基本实现全省20户以上具备条件

的自然村通硬化路；五是推动农村电网

提档升级，完成5000个配电台区升级改

造，新建、改造10千伏及以下线路5000

千米；六是加强城市公共区域窨井设施

维护改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脚底下的

安全”；七是扩大5G网络覆盖面，年底前

实现乡镇、农村热点区域全覆盖；八是提

升移动政务服务能力，推广应用“豫事

办”客户端；九是加快补齐乡村教育短

板，加快农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完工或

交付使用农村教师周转宿舍7000套；十

是扩大村（居）法律顾问服务面，完善农

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重点民生实事的实施，解了群众的

难、救了群众的急、暖了群众的心。“这

10件重点民生实事中，前5项是接续推

进事项、后5项是新增事项，这样的组合

既保持了工作连续性，又体现了群众的

新诉求，将其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必将

进一步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李

迎伟说。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见习记者张惟
一 通讯员王勇）近日，洛阳市统计局发

布2020年洛阳市经济社会发展“成绩

单”。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2020年，全市生产总值（GDP）达5128.4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3.0%，比

前三季度回升1.4个百分点，分别高于全

国、全省0.7和1.7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54.1亿

元，同比增长 2.7%；第二产业增加值

2312.2亿元，同比增长3.6%；第三产业

增加值2562.1亿元，同比增长2.3%。

粮食产量再创新高。去年，洛阳市

粮食总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达251.9万

吨，同比增长 5.9%。其中，夏粮产量

121.7万吨，同比增长10.2%；秋粮产量

130.2万吨，同比增长2.2%。

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固定资产投资

稳步增长。市场销售持续回暖。新兴领

域动能增强。新动能持续增强。居民收

入稳定增长。去年，洛阳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28096元，比上年增长3.7%。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9287元，增长1.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5902元，增长6.2%。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比值为2.47，比上年缩小0.11。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巫鹏）2

月2日，宝丰县周庄镇政府院内爱心涌

动，由共青团宝丰县委组织开展的“温暖

冬天”系列活动走进周庄镇，为该镇22

名困境儿童、留守儿童送上了关爱和温

暖。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共青团志愿者

们为22名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穿上棉

衣，戴上耳暖，叮嘱孩子们注意防寒保

暖，在疫情期间做好自我防护。同时鼓

励孩子们克服困难，自立自强，心怀感

恩，将来回报家乡。穿上新衣服的孩子

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此次系列活动，是团县委组织汇

聚社会爱心，帮助困境青少年的一项

重要工作，是希望工程事业播撒社会

公益的有力举措，主要面向全县五类

人群等青少年群体，通过物质帮扶、精

神关爱、集中行动等，让广大困境青少

年充分感受到团组织的关怀和社会大

家庭的温暖。”宝丰团县委副书记陈紫

文介绍说。

此次活动，共青团宝丰县委共筹集款

物6万余元，购置羽绒服350余件，手套、

耳暖300余副，为500多名困境儿童、留

守儿童送上一份关爱和温暖。

宝丰县开展“温暖冬天”系列活动

留守儿童穿上爱心棉衣

洛阳2020年“成绩单”亮眼
GDP达5128.4亿元 粮食总产量再创新高

保障群众“脚底下的安全”

我省今年重点民生实事“上新”

□本报记者王泽远宋朝黄红立
见习记者张惟一通讯员张琰琰

从古到今，济源就是个“神”一样的存

在。

列子在《愚公移山》中倡导的“家庭集

体主义精神”，依靠“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

家庭集体纵深感天动地，以致攻坚克难；当

下人们口中的“济源市”还有真正的官方大

号叫“河南济源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

“示”是做出来，“范”是榜样；“示”而

“范”是济源的价值体现。

济源示范区管委会委员、济源市副市

长侯波说：济源从2015年就承担了全国

首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试点任务，

通过深化改革，打牢了农村集体经济的

“基础桩”；通过全域谋划，把准了农村集

体经济的“定盘星”；通过探索创新，我们

跑出了农村集体经济增收的“加速度”。

寓言中的王屋山还在济源，王屋山下

还有王屋镇，王屋镇有个西门村，西门村

有个“薯乐民”农民专业合作社。1月27

日，阳光明媚，“薯乐民”广场上挂起晾晒

的纯红薯粉条、粉丝，堪称王屋一景！

西门村196户807口人，这是户籍人

口，真正常年生活在村里的人不过200多

口，全村700多亩坡地已经退耕还林，还

有650亩能浇灌的地谁来种？西门村党

支部书记张玉富说：650亩地由西门村经

济合作社以每亩600元的价格全数流转。

西门村经济合作社是济源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后新成立的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红薯、辣椒、蔬菜制种、杂粮，合作社

通过有序经营做到了土地有人种、农业有

产出、产品高质量、集体有收益。

“‘薯乐民’除了加工集体种植的250

亩红薯，还购买或者代加工本村村民林下

种的红薯，邻村村民也到这里加工红薯。”

张玉富说，2020年，西门村经济合作社、

“薯乐民”农民专业合作社、九久养殖专业

合作社临时用工支出了21.5万元，留在村

里的200多口人凡是能干活的都不闲着。

“薯乐民”有20%的集体股份，九久养

殖有90%的集体股份，加上西门村经济合

作社的其他收益，2020年，西门村集体经

济收益是116万元。

2020年，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把西

门村的河滩荒地整理成了300亩良田，伴

随这300亩土地资源蜕变为西门村的集

体资产，西门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又打开

了一扇“希望之门”！

王屋镇有44个行政村，村名中多含

“门、岭、山、洼、沟”字，捋一遍村名就能感

受到王屋山的层峦叠嶂，正是这种上天赐

予的阻隔和封闭，让济源西部发展成了全

国著名的高山蔬菜制种基地。

封门村的塑料拱棚里，一棚是父本、

一棚是母本，这些已经长出四五片叶子的

制种白菜苗，开春后开始移栽，半年后制

出种子。

萝卜、白菜、洋葱、甘蓝等，说起蔬菜

制种，封门村的村民们都知道极其专业的

“十字花科”，这个产业是农民增收的主要

渠道，也是封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重要

收益来源。

封门村党支部书记周胜利介绍说：封

门村适合制种的耕地有1000亩，现在常

年制种的有600多亩，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作为桥梁，上连购种公司、下接制种农户，

合作社从合约服务、技术服务、生产资料

供给、销售服务等多个环节从上家而不是

农户那里获得服务费，这些服务费形成了

村集体的经济收入。

2020年，一斤萝卜种子的服务费是2

元，一斤白菜种子的服务费是0.5元，一斤辣

椒种子的服务费是0.1元，别小看这一毛两

毛、块儿八角的，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封门

村集体经济单这一项的收入就达6万多元。

王屋镇人大主席翟建中说：表面看收

入不多，但意义重大，一个字“稳”。农村依

托集体经济组织重新回归组织生产，上游

放心；农产品销售问题解决了，不闹心；农

民为壮大集体经济作了贡献，自豪有信心！

王屋镇共有1万亩土地在做“十字花

科”蔬菜制种，2017年完成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后，全镇制种产业由原来的“单打独

斗”变成了“集体亮相”，呈现出“村村有组

织、生产有章法、销路有保障、家家能增

收、人人露笑脸”的新农村格局。

王屋镇党委书记雷红说：村党支部和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是党委政府农村工作

的有力抓手，也是乡村振兴的有生力量，

王屋镇在搞好农村统一经营服务上，建立

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

机制，确保了农民收益，增强了集体经济

发展活力，增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稳稳当当地迈上了新时代乡

村振兴之路。

王屋镇距离郑州170公里，登上高高

的王屋山，也难以看到郑州的“大玉米”；

不过没有关系，如果看到了“王屋有礼”

“王屋有机”这样的农产品注册商标，当然

可以放心购买这些农产品了。

理由：这些农产品来自“神”一样的王

屋山区240平方公里的王屋愚公故镇，是

王屋镇35个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生产

或者监制的优质农产品。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高月

1月24日，陈东亭起了个大早，伺

候老伴穿衣吃饭后，他特地又换了身干

净的衣服。陈东亭是新安县石井镇元

古洞村村民，当天对他来说，是一个值

得纪念和高兴的日子。因为驻村第一

书记王亚飞联系县摄影家协会，要免费

给大伙儿照全家福，这对深山区的村民

们来说，可是稀罕事。

村党群服务中心门外，印有“影像

送欢乐幸福中国年”的红色背景布分外

喜庆，摄影师正忙着给村民拍照。“老

陈，你还怪上相哩！”照相刚冲洗出来，

村民们就围成一团，争相传看，只见相

片里的陈东亭笑容纯朴，眼睛明亮。

而在4年前，陈东亭的眼睛还总

被愁云笼罩。陈东亭老伴患有慢性病，

生活不能自理，两个孩子一个读高中，

一个上大学——陈东亭肩上的担子重

得很。

变化就在这几年。县委宣传部派

驻村第一书记王亚飞，在小山村一待就

是5年多，2019年年底，按照县里驻村

工作要求，要对第一书记进行轮换，王

亚飞坚持留下。在他和驻村工作队的

带领下，村里发展油葵种植，引入光伏

扶贫电站项目，办起了鞋厂和晶瓷画生

产车间……陈东亭一家分到了镇上的

安置房，他也在鞋厂找了份工作，除了

能照顾老伴，一个月收入有3000元。

去年，元古洞村89户贫困户全部脱

贫，村集体经济收入连续两年突破20万

元。前不久，新修的沿黄生态廊道旅游

公路穿村而过，乡村旅游唤醒了小山

村，村民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拍照现场，爽朗的笑声持续回荡在

美丽的乡村上空……

元古洞村的幸福留影

登上高高的王屋山
——探访济源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中）

济源市王屋镇高山蔬菜济源市王屋镇高山蔬菜制种已经成了农业景观制种已经成了农业景观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2月3日，省

政府召开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总结2020年全省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情况，研究部署今年改革工作

目标任务。

副省长武国定主持会议并讲话。在

听取成员单位工作汇报后，武国定指出，

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是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新时代“十六字”治水思路的具体

行动，是建立市场化农村用水供水新机

制的迫切需要，是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实

现农业节约用水的重要举措。

武国定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

导，将其纳入农业农村改革重要内容，压

紧压实市县政府主体责任；要进一步打

通改革堵点，深入调查研究，破解改革难

题；要进一步提高改革实效，建立用水付

费和节水奖励机制，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要进一步加大督导力度，总结先进经

验，通报改革进度，加强政策宣传，年底

前全面开展改革评估，确保完成全年改

革任务。

截至目前，我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面积已累计达到2371万亩，改革进度处

于全国前列。今年改革的目标任务是

1000万亩。

副省长武国定在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持续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确保完成全年改革目标任务

据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CNNIC）2月3日在京发布第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

显示，截至2020年 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9.89亿，较2020年3月增长8540万，互联网

普及率达70.4%；在我国网民群体中，学生最

多，占比为21.0%。

近年来，网络扶贫行动带动边远贫困地

区非网民加速转化。在网络覆盖方面，贫困

地区通信“最后一公里”被打通，截至2020年

11月，贫困村通光纤比例达98%。在农村电

商方面，电子商务进农村实现对832个国家

级贫困县全覆盖，支持贫困地区发展“互联

网+”新业态新模式，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

能。

报告还指出，自2013年起，我国已连续

八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2020

年，我国网上零售额达11.76万亿元，较2019

年增长10.9%。直播电商成为广受用户喜爱

的购物方式，66.2%的直播电商用户购买过直

播商品，网络直播成为“线上引流+实体消费”

的数字经济新模式。

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

农村电商借“网”壮大

“该过小年啦，提前给大家拜个年！”2月3日，正阳县总工会的领导

和帮扶责任人一大早就赶到彭桥乡何庄村，为该村110户脱贫户送上

了米、面、油等慰问品。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王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