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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许红兵：

投融资体制改革，成立全省首家
县级国资局，5 家国有公司不断发
展壮大，改革经验在全市推介。
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激发了市场
活力。在 2018 年跻身“中部百强
县”的基础上，2019 年跃升至 77
位，提升了 11 个位次。
在城镇乡村贯通方面，着力
实现基础设施、公益服务由城市
向农村延伸和覆盖。该县完成村
村通道路建设，开通一元公交，实
现了城乡公交一体化。建成生态
廊道 6.45 万亩，实现了城乡生态
一体化。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
善，
“ 听乡音、尝乡味、看乡景、住
乡居、忆乡愁”的全视角“美丽乡
村”产业链初步形成。
许红兵说，如今的宝丰大地
活 力 奔涌、蓬勃升腾。据统计，
2019年，
全县新开工千万元以上重
大项目70个、
总投资148.2亿元，
省
市重点建设项目数量和投资规模
在全市各县（市、
区）中排名第一。
许红兵说，会后，将深刻领会
报告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
举措，找准结合点，争当县域治理
排头兵，为平顶山综合实力高质
量发展，为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
增光添彩。

省人大代表马春明：

云台山要做
高品质景区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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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项目，景区全年接待游客 616.2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19 亿元，
创造了历史新高。
马春明还说，2020 年，云台山
将争做高品质发展引领者，让“品
牌高端化”落地生根。打造以云台
山音乐节为引领的“音乐季”，以云
台山国际半程马拉松等 10 余项赛
事活动为轴的“赛事月”。同时，
云台山还将谋划 15 个总投资 180
亿元的“云系列项目”，有云台山康
养小镇、云阶旅游小镇，主打未来
科技的主题乐园和度假养生配套，
努力实现“出品即是精品”的目标，
助力云台山向多元化景区迈进。
最后，
马春明建议，
打造黄河旅
游线路，
讲好黄河故事。他说，
依照
习总书记考察调研黄河时的指示精
神，黄河既是一条“生态带”，也是
“文化带”，还是“旅游带”。我们要
共商共建共享一条“黄河文化国家
旅游精品线路”
，
还要打造一批观众
和游客喜闻乐见的文化演艺项目，
形成文旅融合力量。

——部分省人大代表访谈录

“从报告中我感受到了全省前
行的巨大动力，
焦作和全省一样，
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看头，
有玩
头，
有奔头’
！
”
1月11日，
在省十三届
人大三次焦作代表团全体会上，
省人
大代表、
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局
长马春明发言说。
马春明解释说，有看头就是以
“四城联创”
为主线，建成绿色廊道
672公里、
四好农村路3919公里，县
城黑臭水体全面消除，
实现了从
“黑
色印象”向“绿色主题”的转变。有
玩头就是围绕“太极圣地·山水焦
作”
，
推进了太极小镇、
云阶小镇等特
色小镇建设。有奔头就是地区生产
总值增速居全省第四，
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速全省第二，
工业转型升级
项目总投资390亿元，
在全省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考核中位列第二名。
“现在的焦作更加宜居、宜业、
宜游。”马春明说，云台山作为焦作
旅游和全省旅游的一个名片，
2019 年以转型升级为主线，运营了
夜游云台山、云台山文化旅游学院

省人大代表吕沛：

发展硕果累累 未来信心满满

去年宝丰新开工
千万元以上项目 70 个
“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提升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开展践行县
域治理‘三起来’示范创建的阐
述，为我们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遵循。”1 月 11 日，在省十
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平顶山代表团
讨论会上，省人大代表、宝丰县委
书记许红兵说。
许红兵说，习近平总书记在
河南考察调研时提出的县域治理
要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改革
和发展结合起来、城镇和乡村贯
通起来的“三起来”工作思路，为
做好基层治理、实现城乡协调发
展提供了思想源泉。近年来，宝
丰县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了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在强县富民方面，
该县立足县
情，
厚植优势，
优化营商环境，
发展
现代农业、建设现代工业、提升现
代服务业，
加快培育强县富民特色
优势产业。2019年，
地区生产总值
完成 339.6 亿元，增长 8%；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完成 14.34 亿元，增长
11.86%；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8.9%。主要经济指标增量提质，
人
民群众得到了更好更多的实惠。
在改革发展方面，该县深化
“放管服”
“ 一次办妥”改革，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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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第一批
“三起来”示范县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把创新放在了第一位置。
”
1月
11 日，在省十三届人大三次
会议焦作代表团全体会上，
省
人大代表、孟州市市长吕沛
说。
吕沛说，过去一年，孟州
市经济运行圆满完成目标，
四
好农村公路被国家命名，
国家
园林城市通过验收正在公示，
国家卫生城市正在迎接技术
评估，
产业集聚区继续保持三
星级和十强，
并取得全省第四
的好成绩。同时，
大气污染防
治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四项主
要指标全部位居焦作第一。
凡是过往，
皆为序章。面
对新的任务和使命，
新的一年
里，
吕沛认为，结合孟州的实
际，
要抓住 3 个机遇，
力争在 3
个方面实现突破。
要抓住扶持推进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努力在工
业经济发展上实现新突破。
工业是孟州发展的主业，
产业
集聚区是孟州发展的主阵地，
要抓好主导产业的转型升级、
三大改造和延链补链；
要抓好
园区落地项目的快速推进，
力

争尽快达产见效，
还要抓好意
向项目的落地投建。在目前
经济下行压力大的背景下，
通
过建立一定的机制，
帮助本土
企业家解决人才、
资金、
手续、
土地、咨询等实际问题，真正
留住他们的人、
留住他们的心
来加快发展。
要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努力
在生态环境改善上实现新突
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
是重大
历史机遇。 结合我省十大水
利工程，
要尽快谋划一批生态
项目，争取纳入国家和省的
“大盘子”
，
通过项目的争取和
实施，
彻底改善孟州区域的生
态环境。
要抓住研究制定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的机
遇，
努力在县域治理
“三起来”
示范县（市）创建上实现新突
破。代省长尹弘谈到研究制
定县域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
孟州要提前沟通，摸清底数，
吃透政策，待政策出台后，要
对照标准抓好创建，
争取成为
第一批示范县（市）。

省人大代表徐二川：

以旅游业
带动乡村振兴
“政府工作报告是一份
鼓 舞 士 气、凝 聚 共 识、促 进
发展的报告。”省人大代表、
天瑞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徐二川在审议政
府工作报告时说。
据了解，天瑞旅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现有职工
1570 人 ，是 伏 牛 山 生 态 旅
游的龙头企业，是我省旅游
对外的一张名片。
徐二川说，旅游业的发
展带动了区域内经济的转
型升级和社会事业的跨越发
展，致富了当地百姓，助推了
扶贫工作和美丽乡村建设。
该集团通过直接安排贫困户
人员就业、土地集约流转形
式，发放资金，销售土特产，
为所在区域 1 万多人、3000
多户贫困户脱贫助力。
在采访中，徐二川多次
称赞平顶山的营商环境，说

平顶山市委、
市政府对民营企
业给予主动服务，
建立了规范
化机制化政企沟通渠道，
关注
倾听企业家的意见，
帮助企业
破难解困，让企业家舒心、安
心、
专心于事业发展。
他向河南法制报记者
讲了一件事。311 国道是鲁
山县西部旅游业发展的交
通要道，为了解决旅游高峰
期堵车现象，推进 311 国道
改道工程，平顶山市委书记
周斌曾深夜 12 点到公路改
道现场查看情况，在平顶山
市 委 、市 政 府 的 关 注 下 ，
2019 年五一节 311 国道快速
通道顺利通车，彻底解决了
旅游高峰拥堵问题。
“2020 年 ，我 们 要 紧 跟
高 质 量 发 展 趋 势 ，迈 开 步
子、甩开膀子、大干快干，为
全省的乡村振兴和经济发
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