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5日，温县北冷乡杜庄村农民在采挖铁棍山药。近年来，北冷乡党委、乡政府因地制宜引导农民种植铁棍山药，山药种植面积

达5000余亩，铁棍山药有力带动当地农民致富。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新闻热线：0371-65795707 广告热线：0371-65795789 发行热线：0371-65795830 总值班 王建立 值班主任 李相瑞 设计总监 张峰 责任编辑 王侠 版式 李英 校对 王仰瑞

2021年11月 日

星期一 辛丑年十月初四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41-0101 邮发代号 35-2 中原三农网 www.zysnw.cn

第4338期 今日4版

农村版
服务三农 第一媒体 HENAN DAILY COUNTRYSIDE SECTION

8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 通讯员井阳）

11月1日，省财政厅召开厅党组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省财政厅党组

书记、厅长赵庆业传达会议精神并讲话。

赵庆业指出，楼阳生书记代表十届

省委所作的报告，充分体现了政治性、

系统性、战略性、创新性、实践性，是一个

旗帜鲜明、谋划深远、催人奋进的报告，

是一个谋全局、把方向、管根本的报告，

是指导我省全面建设现代化河南、奋力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章的

重要文件。要迅速掀起学习热潮，把省

党代会精神学习传达好、深刻领会好、

贯彻落实好。

赵庆业强调，当前要重点做好以下

工作：一是加强财政收支管理，确保实

现全年财政收支预期目标；二是积极调

整支出结构，统筹用好各类资金，大力

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三是树牢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做好“三

保”、省重点民生实事、“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四是充分发挥改革引领带动作用，

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五是统筹推进当下

与长远、发展与安全、疫情防控与经济

发展、灾后重建与长期发展、区域协调

发展，坚决为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

署、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财力保障，为实

现“两个确保”贡献财政力量。

标题新闻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刘亚鑫 通讯

员魏国武余晓建）11月5日，在位于新乡

县的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心连心集团”）绿色制造年产

60万吨合成氨项目刚刚建成完毕，联调

联试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

据了解，该项目采用先进的煤化气技

术，在不增加能耗的前提下，实现污染物

的大幅减低，同时降低生产成本。该项目

预计11月9日投产，此后心连心集团氨

醇年产能将达200万吨，成为国内单体规

模最大的氨醇生产基地。

绿色制造年产60万吨合成氨项目是

心连心集团产业升级的重点项目，更是新

乡县以项目建设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缩影。

今年以来，新乡县委、县政府提出，要

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主抓手

和主战场，突出“项目为王”，推进“三个一

批”，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疫情防控、

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抢抓机

遇、攻坚克难，努力实现以高质量项目支

撑高质量发展。

据新乡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负

责人介绍，今年1月至9月，全县千万元

以上在建项目117个，总投资438.5亿元，

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70亿元，同比增

长6.7%。

11月4日至5日，新乡市举行全市三

季度重大项目建设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观摩活动，并对观摩项目进行打分评比，

新乡县位居全市8个县（市）第二。

项目建设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新业

态新动能培育的重要抓手，也是县域城市

能级提升、民生不断改善、环境持续优化

的重要支撑。

“十三五”期间，新乡县坚定不移抓项

目建设，坚持不懈抓招商引资，相继落地

实施了一大批大项目、好项目，全国知名

企业纷至沓来，2020年，新乡县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达到148家，产值超亿元企业达

到49家。“三大改造”提速升级，心连心集

团2018年跻身百亿级企业集团，重点企

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质量效益稳步提

升；5家企业被列入新乡市大企业集团培

育计划、2家企业被评为新乡市五星级工

业企业；新乡市瑞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实现全市

13年来企业主板上市“零”的突破。

“发展是第一要务，项目是重要抓手。”

新乡县委书记申乐民表示，面对新使命、新

机遇、新挑战，新乡县上下要树牢“项目为

王”的工作理念，强化“以结果论英雄”的鲜

明导向，坚持县级领导分包联系重点项目

重点企业、组建重大项目指挥部、专人专班

推进等好机制、好做法，以项目建设高质量

支撑，推动县域经济发展高质量。

“项目为王”带动县域经济腾飞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冯艳华张静

“这个高压电线杆矗立在厂里几年了，

就是因为它我们不能进一步规划建设新项

目。”11月5日上午，在漯河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辖区内的漯河恒利源实业有限公司

院内，看到厂区西南角即将外移的高压电

线杆，公司董事长魏振中兴奋地对记者说：

“这可多亏了示范区领导的倾力帮扶。”

一个高压电线杆就能影响一个企业

的发展？记者走访了解到，2016年成立

的恒利源公司是伊利集团奶制品豫中南

分拨中心。然而，随着企业做大做强，厂

区规划的新项目却因这个高压电线杆占

地儿而搁置。

今年7月初，漯河市开展“万人助万

企”活动以来，示范区领导班子主动作为，

对辖区企业展开“一对一”的精准帮扶，

“企业的发展壮大，决不能因为一根电线

杆被阻碍。”了解到情况后，分包该企业的

示范区管委会主任钮盾协调相关部门，亲

临一线，现场解决，很快敲定将高压电线

杆搬离厂区，让恒利源公司启动新项目。

这只是示范区实施“151”党建引领

示范工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

中的一个缩影。

“我们以‘单项工作争第一、整体工作

创先进’为目标，在全区范围内全面实施

了‘151’党建引领示范工程。”示范区党

工委书记张书民说，今年以来，通过锚定

“一个目标”、实施“五大行动”、强化“一项

保障”，着力推动党建与经济相融互促、共

同发展，为全面建设“一港三区三基地”、

再创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了坚

强组织保证。

记者了解到，该区锚定“一个目标”，

即锚定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标

准建设“一港三区三基地”的总目标（“一

港”，即国内有影响力的“多式联运”内陆

港；“三区”，即城乡一体先行区、生态宜居

首选区、现代物流核心区；“三基地”，即临

港产业基地、冷链物流基地、现代服务业

基地）。这个目标也是漯河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重要环节。

实施“五大行动”，即领导班子“一争

三拼”建功争出彩行动、机关党员“一联三

帮”助企显身手行动、农村党员“一诺三

促”振兴立新功行动、新兴领域“一派三

建”党建全覆盖行动、党建阵地“一馆三

园”示范重提升行动；强化“一项保障”，即

坚持把强化执行力作为实施“五大行动”

和实现“一个目标”的根本保障。

领导班子建功出彩党员干部
担当作为

“我们以‘建功杯’竞赛活动为载体，

在区直及乡镇领导班子中组织实施‘一争

三拼’攻坚行动。”张书民说，通过拼招商、

拼项目、拼园区，争先出彩，全面激活了各

级领导班子干事创业、建功出彩的精气神

与源动力。

该区以“拼”的氛围倒逼全员谋招商，

重点聚焦临港经济、冷链物流两大主导产

业，树牢“项目为王”理念，实施项目建设

挂图作战，将单位主要领导是否亲自出征

抓项目、是否投入足够力量和精力抓项目

等纳入竞赛考评范围，建立园区重点工作

推进专班制度，通过拼招商练就“强抓

手”、拼项目构筑“硬支撑”、拼园区打造

“主引擎”。

以“万人助万企”活动为抓手，该区机

关党员下沉企业开展“一联三帮”。由52

名区领导班子成员和科级干部作为企业

首席服务官分包重点企业53家，通过帮

研判送政策，帮解困强服务，帮建设带效

率，切实助力惠企政策落实、难题瓶颈破

解、建设效率提升。

（下转第二版）

“151”党建引领示范工程力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杨青）11月5日，全国

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

话会议召开，我省有关部门在分会场参加

会议。全国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河南省

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全省根治欠薪

冬季专项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

会议传达了河南省农民工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省长王凯关于根治欠薪工作的

批示，并对我省2021年根治欠薪冬季专

项行动进行动员部署。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

宣传贯彻《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将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和重要民生工程，综合施策、精准发

力，全省整体形势保持稳定。前三季度全

省共立案办结工资类案件2720件，为

3.62万名农民工追讨工资报酬3.57亿元，

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

会议强调，解决好农民工欠薪问题，

事关广大农民工的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

平正义与和谐稳定，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

分认识根治欠薪工作的重要意义，扎实开

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扎实开展专项

检查，以工程建设领域和其他欠薪易发多

发行业企业为重点，全面开展排查，及时化

解欠薪隐患；进一步畅通维权渠道，接受农

民工投诉举报，及时查处欠薪行为。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刘亚鑫）11月

6日，水木孟电碳中和示范工厂项目在辉

县市奠基，该项目是国内首个工业与农业

结合推进双碳战略、乡村振兴和高效农业

相结合的示范项目。

据了解，项目一期投资2.1亿元，占

地面积55亩，包括4000余平方米的富碳

科技创新中心、富碳蔬菜工厂、能源岛、微

藻工厂四个部分，二期项目将扩容到500

亩，预计项目总投资5.5亿元。

“不依靠阳光和土壤，在工厂里就能

持续不断地生产出蔬菜。”河南孟电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范海涛介绍，项目

将利用孟电集团产生的二氧化碳、余

热、波谷电等资源，通过智能计算机和

电子传感系统对植物生长的温度、湿

度、光照、营养液等环境条件进行自动

控制，破除了植物对阳光、土壤的依赖

以及气候环境的制约，从而生产出蔬

菜。这座“植物工厂”产出的蔬菜产量

更高，品质更好。

“孟电集团和水木九天的合作，契合

国家双碳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要

求，有效整合了孟电集团的资源优势和

水木九天的科技优势，实现了产业转型

切入点和创新发展增长点的有机融合。”

辉县市委书记刘军伟表示，市委市政府

也将全力提供最优的服务和最好的环

境，助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加快辉县高

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11月4日，漯

河 市 政 府 常 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了

《2021-2022年度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建

设实施方案》（简称《方案》）。按照《方案》

要求，2021年11月至2022年2月底，全

市开展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建设集中行动，

实施“夏病冬治”。

今年7月以来，漯河市遭遇多次强降

雨，对全市粮食生产造成严重影响。正是

基于此，漯河市适时出台《方案》，坚持“因

地制宜、统筹规划、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突出重点、讲究效益”的原则，通过疏浚沟

渠和修建桥涵，做到沟相通、渠相连、小沟

入大沟、大沟通河流、排水无阻碍；通过新

打和维修机井，使农田机井全覆盖，确保

旱能浇、涝能排。

根据《方案》的总体部署，“夏病冬治”

涵盖2021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五

虎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项目、舞阳县

节水增粮增效农业技术推广项目、灾后恢

复重建项目等4个农田水利项目建设。

同时，对排涝体系集中整治，重点是面上

农田水利建设、坑塘治理、设施农业除涝

治理和交通道路沟渠疏通。

目前，漯河市农业、发改、财政、水

利、电力等部门联合行动，整合资源，确

保投入，县区主要领导挂帅，全面展开农

田水利整治，并采取观摩讲评、督导奖惩

等措施，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大

规模推进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建设，有效

防治冬春旱、夏秋涝，为保障粮食安全、

促进漯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国内首个工业与农业结合推进双碳战略项目在辉县开工

不靠阳光不靠土“工厂”产出好蔬菜

漯河“夏病冬治”农田水利

省财政厅

以人民为中心 统筹用好各类资金

学习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奋勇争先 更加出彩

前三季度我省为农民工讨薪3.57亿元

新乡县

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省林业局

为实现“两个确保”贡献林业力量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 通讯员王东

风）日前，省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原永

胜主持召开全局领导干部大会，传达学

习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动员全局上

下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省党代会精神的

热潮，以生态强省目标为牵引，勇担使

命，开拓创新，统筹林、草、湿，齐抓建、

管、治，在“奋勇争先、更加出彩”中，走前

列、当标兵，为现代化河南建设、实现“两

个确保”目标贡献林业力量。

会议提出了全省林业系统九项具

体贯彻落实措施，分别是提升站位、对标

对表谋划工作、全面推行林长制、围绕生

态强省目标发力、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实

施、加快建设科学绿化试点示范省、强化

森林资源保护、深化林业改革创新、全面

加强党的建设。

会议要求全省林业系统对照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涉林部分和年度目

标完成情况，逐条逐项制定贯彻落实措

施，谋划好今冬明春和未来五年的重点

任务和发展路径。

据了解，未来五年，我省将聚焦中

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

量发展、乡村振兴、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等重大国家战略实施，结合河南林

业实际，大力开展生态保护修复。

新时期，林业系统将深化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打通“两山”转化通道，使社会

资本进山入林。做好国有林场改革后

半篇文章，科学编制森林经营方案，完善

内部管理机制，实现“二次创业”。

会议要求坚持以党建为统领，按照

建设政治机关、模范机关要求，全面推进

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习近平致信祝贺新华社建社90周年强调
赓续红色血脉坚持守正创新
努力建成国际一流新型全媒体机构
在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
新闻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据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