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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点）圆满完成各
项议程后，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八次会议 6 月 3 日上午在郑州闭幕。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国生
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赵素萍、马懿、王保存、徐济超、张维
宁、乔新江出席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电信条
例》《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等八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省人
大有关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
会议主席团交付议案办理情况的报
告，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
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查批准了《郑
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郑州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洛阳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洛阳市市
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决定》
《新乡市居民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条
例》《濮阳市散煤污染防治条例》《驻马

店市燃气管理条例》，批准了 2020 年
省级预算调整方案。

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
经表决，决定任命刘玉江同志为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有关被任命人员作了任
职前发言，进行了宪法宣誓。因年龄原
因，同意接受丁巍同志辞去河南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职务，高保群同志辞去河南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省人大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报河
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进行完各项议程后，王国生作了
讲话。他说，本次会议传达学习了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要提高
政治站位，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大会精神上来，充分认识一年来党和
国家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特别是疫
情防控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牢牢坚
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集
中统一领导；充分认识今年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要目标、政策取向和工作任
务，进一步增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信心决心；充分认
识大会贯穿的人民至上情怀、传递的
共克时艰信心、凸显的稳是大局特点、
彰显的依法治国决心、展现的务实重
干作风，进一步凝聚夺取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的强大合力。要
深入学习贯彻 6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对标对表，坚持把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紧扣加大

“六稳”“六保”工作力度，紧盯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抓住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
略实施机遇，找准人大工作的切入点
和着力点，切实把人大制度优势转化
为推动工作的职能优势，为维护人民
健康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积极主动
作为，以更高质量的立法展现人大作
为，以更有力的监督推动决策落实，以
更严格的标准加强自身建设，为推动
河南高质量发展、谱写新时代中原更
加出彩的绚丽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王国生说，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河南省电信条例》。常委会深入贯彻
落实网络强国建设部署要求，通过立
法形式明确了我省电信业发展应当遵
循的合理布局、共建共享、畅通安全、
便捷普惠等原则，对社会普遍关注的
电信市场收费、商业性信息推送、个人
信息安全等作出规范，有利于进一步
提高电信服务质量，更好促进我省电
信业高质量发展。

王国生指出，本次会议批准了我
省 2020 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省政
府及有关部门要全面落实“积极的财
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要求，依法做
好债券发行工作，加强对债券资金使
用的日常监督和评估，确保资金及时
拨付到位、安全有效使用。各级人大
常委会要进一步加强对本级政府债务
的监督，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益，切实
防范债务风险。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舒庆，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胡道才，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顾雪飞，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
列席会议。③8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喜讯从刚刚闭幕的信阳市两会上
传出：４月份，信阳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增加值增长 8.9％，增速居全省第２
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居全省第６
位。信阳今年谋划实施了 1900 多个
重大项目，力争完成投资 2000亿元以
上。

信阳市两会还传出更多鼓舞人心
的喜讯——

2019 年，全市实现 5.2 万贫困人
口脱贫、37个贫困村退出，最后一个贫
困县淮滨县以全省第２名的成绩脱贫
摘帽。

息邢高速、Ｇ328淮河特大桥建成
通车，出山店水库下闸蓄水，“引鲇入
固”饮水工程正式启用。信阳火车站
北站房、四一路铁路立交桥、新二十四

大街改扩建、跨浉河二号桥、大别山高
中、羊山公园、羊山森林植物园等 16
个项目建成投用。

空气质量三项主要指标稳居全省
第１位，空气质量改善幅度跃居全省
第一方阵，新县率先达到空气质量二
级标准。

信阳超前应对，“关口”前移，建
立市县乡村四级联动机制，取得疫情
防控的重大战果，牢牢守住了中原

“南大门”。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信阳市委

书记乔新江说，去年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河南时，提出了“把革命老区建设得
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重
大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
了强劲动力、带来了重大机遇。

信阳抢抓机遇，去年谋划重大项
目 1857 个，总投资 6910 亿元。“十四
五”期间，信阳力争完成重大项目投资
1.5万亿元以上。

春夏之交，信阳干旱少雨。为了

把 600 多亩水田都插上秧，光山县四
方景农场党支部书记杨长太，20多天
来和老乡们一起，抬着抽水机一个山
洼一个山洼地跑，好像一点都不累。

去年 9月 17日，正在河南视察的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光山县文殊乡东岳
村，同当地 6位致富带头人亲切交流，
杨长太是其中之一。

“总书记的到来，太鼓舞人心了。
村里回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农家乐、
民宿、特产店也越开越多。现在大伙
儿不管干啥，劲头都大得很！”杨长太
兴奋地说。

6 月 1 日晚，夜幕降临，暑热渐
退。通往新县田铺大塆的 205省道建
设工地上，灯火通明，机车奔忙，党员
突击队队长李永松，正领着 60余名筑
路工人和技术人员挑灯夜战。

“白天游客、车辆多，施工常中
断。为了不误工期，我们日夜不停，轮
班作业，努力把被疫情耽误的时间夺
回来。”（下转第三版）

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闭幕
王国生主持并讲话

一切，为了“两个更好”

老区振兴正当时老区振兴正当时 本报资料图片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6 月 3日，
省长尹弘在郑州同融创中国董事会主
席孙宏斌一行举行会谈，就河南与融
创拓展文旅、康养、会展等产业合作事
宜，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尹弘对孙宏斌一行来豫考察表示
欢迎，祝贺融创在豫项目顺利开工。他
说，河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紧
紧抓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
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持续扩大高水平
开放，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装备制
造、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主导产业加快
发展，生物医药、智能装备、智能传感器
等新兴产业取得长足进步，新型城镇化
加速推进。今年一季度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受到疫情影响，当前生产生活秩序
正在加快恢复，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尹弘表示，河南区位交通优势突
出，人口众多、市场空间大，消费升级
趋势明显，全省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大
别山、伏牛山等区域生态优良，适合发
展文旅、康养、会展等产业，与融创新
的产业布局有很多契合点。当前，河
南正在推动建设旅游强省，加快县域
经济发展，加快 5G商用步伐，为双方
深化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真诚欢迎
融创来豫投资兴业，依托资源开发特
色产业项目，带动培育新业态新模式，
推动双方合作迈上新台阶。

孙宏斌表示，融创非常看好河南
发展前景，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
寻找合作机会，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加
快在豫项目建设，为河南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更多力量。

何金平参加会见。③9

尹 弘 与 融 创 中 国
董事会主席孙宏斌会谈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
会时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起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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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敏 陈楠 施书芳

暗夜星光更璀璨。因受疫情影响，
在全国民航市场持续低迷的大形势下，
河南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却佳讯频传。

今年3月份以来，郑州机场货运航
班数量和货邮吞吐量稳步增长，4、5两
个月，连续两个月的单月增速位居全国首
位，其中5月份单月货运增速达到60.8%。

今年前5个月，郑州机场客货运已
进入快速恢复轨道，继续保持中部机场

“双第一”领先地位：货运方面，累计完成
货邮吞吐量20万吨，同比增长16%，国
内排名稳居第7位；其中国际地区货运
量和全货机货量同比增长均超过30%；
预计将提前近一个月完成去年上半年的
货邮吞吐量。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616
万人次，机场排名提升至全国第11位。

一系列数据表明，郑州机场国际
货运大通道不但逆势增长，而且进入
快速提速期。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郑州五个大
机场的国际货运量，集中了全国国际货运

量的90%。”今年3月，国家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这是郑州机场首次同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的机场进行并列，是对其在
国际货运上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充分肯定。

郑州机场迎来通航23年来的高光
时刻。毕竟北上广深郑，这种并列放
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在河南机场集团负责人看来，郑州
机场能够在疫情期间逆势上扬、表现突
出，与省委省政府一直明确的“货运为先”
航空运输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多年来，河
南机场集团把“货运为先、国际优先”作为
发展方向，全力推进郑州航空枢纽高质量
发展，郑州机场渐成“空中丝绸之路”重要
节点机场，尤其是全货机航班在全国机场
中处于领先地位，发展成果充分印证了省

委省政府和中国民航局关于建设郑州国
际大型货运航空枢纽决策的正确性。

时间回到疫情暴发初期，作为河
南对外开放的主渠道，郑州机场货邮
吞 吐 量 在 2 月 下 旬 降 幅 最 大 达 到
17%。困难面前，主动作为，“我们统
筹疫情防控和生产发展，确保了国际
货运航线不停航、无间断，郑州机场成
为急需防疫物资国际出港大通道。”河
南机场集团有关负责人说。

基于对郑州航空枢纽服务保障能
力的广泛认可，国外知名货航在郑州
机场持续正常运营，确保“空中丝绸之
路”大通道畅通无阻；国内外航司和货
代纷纷新开、增开直飞郑州的航班。

随着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国外对
防疫物资需求旺盛，抓住稍纵即逝的

机遇，郑州机场多年积累的软实力发
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

国际货运通航点猛增。仅疫情期
间，新开14条定期货运航线、新增19个
国际通航点。目前，在郑运营货运航空
公司共47家，其中全货机27家、客改货
20家。5月11日，中东航空巨头卡塔尔
航空公司开通了郑州至多哈货运航线。

大机型多机型扎堆直飞郑州。
安-124、波音747、空客330等近10种大
机型频繁降落在郑州机场，机身上五颜六
色、设计迥异的LOGO不下20个，机型
之多、标志之盛、起降之繁，前所未有。5
月21日，郑州机场单日全货机航班量达
到64架次，创通航以来最高纪录。

疫情期间，郑州机场保障国际全货
机1332班，同比增长94.4%，创下历史

最高水平。出口货品种类除了急需的
防疫物资，还有快邮件、国内外急需的
日用消费品及国际航空产业链上急需
的工业品、电子产品等。

大型客机临时“客改货”直飞郑
州，紧急抢运国际上急需的防疫物
资。疫情发生以来，郑州机场保障“客
改货”航班 150 班，运输货量 3520.2
吨，客机“带货”叫响欧、美、亚、非等大
洲多个国际通航城市。

随着国际货运包机和货运航线的
猛增，郑州机场多个货站持续处于满
仓状态。疫情期间，多个货站货车高
峰时同比增长了 446%，一度出现拥
堵。河南机场集团逐一解决保障难
题：优化货机保障流程，统筹调配货站
资源，建立货物应急保障机制，设立专

用卸货码头。在全货机数量、货量大
幅增加的情况下，这些举措确保了货
物安全有序高效的装卸。

飘红的数据、繁忙的货站、闪亮的银
翼，表明郑州机场国际货运空港大通道
进入快速提速期，这也是河南经济在这
个春天逐步恢复生机活力的有力信号。

打造“空中丝绸之路”，基础设施的
超前规划和建设迫在眉睫。4月16日，
郑州机场北货运区工程、中国邮政郑州
航空邮件处理中心项目同时开工，标志
着郑州机场三期工程正式启动。郑州国
际航空货运枢纽建设迈出新步伐。

今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
一步提升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能力，明确
指出要完善航空货运枢纽网络。郑州
机场被中国民航局列入首个电子货运
试点机场，并于 5 月 8 日正式启动建
设。下一步，河南机场集团将继续发挥
郑州机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优势，进一
步完善和扩大国际货运航线网络，为全
球供应链稳定畅通提供支撑，为实现郑
州航空枢纽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货运为先”推进郑州航空枢纽高质量发展

郑州机场客货量保持中部“双第一”

问渠哪得清如许？
——息县两获国务院督查激励的背后

□胡巨成 刘宏冰 余江

5 月 5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
报，对2019年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
予以督查激励。全国河长制湖长制工
作成效明显的 20 个市县受到表彰。
河南省息县榜上有名，成为全省唯一
因此项工作受到督查激励的县市，并
获得国务院奖励资金1000万元。

一年前，因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成
效明显，息县受到国务院督查激励，并

获得国务院奖励资金 500万元，也是
河南唯一。

笔者梳理名单发现，连续两年获
得国务院督查激励的县，在河南独此
一家。放眼全国，也不多见。这背后
有着怎样的秘密？

警钟战鼓齐鸣

息县是名副其实的水乡。淮河干
流穿境而过，境内全长 75公里。淮河

重要支流竹竿河、闾河、澺河、泥河、清
水河等流域面积 30平方公里以上河
流多达 21条，19座小水库、3座中型
水闸点缀其间，1.2万处沟塘堰坝星罗
棋布，共同构成了“水韵息县”。

然而，曾几何时，息县和全国很
多地方一样，河湖管理新老水问题交
错交织，乱采滥挖、河流污染、河道
干涸、水体萎缩，水生态频频亮起

“红灯”。
（下转第八版）

□本报记者 朱殿勇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王宏宇

麦香杏黄，中原大地又迎来一个金灿灿的丰收
季。

进入新时代，深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更多
农民挑起“金扁担”，对河南高等农业教育产生着深
刻影响，提出了崭新的时代命题。

百年学府河南大学求实维新，把发展的目光投
向“三农”主战场，以学科建设为内涵式发展夯基垒
台，加快推进新农科建设，为河南农业和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河大力量。

作为新农科建设的“顶梁柱”，该校一流学科生
物学引领带动着河南大学整体办学水平跃上新台
阶。 6月1日，记者来到河南大学，走近执着探索的
学科带头人，探访学科建设最新成果，领略他们攻坚
克难的可贵精神。

有一种精神在传承

1986年，24岁的宋纯鹏（现任河大校长）怀着热情走上讲
台，一头扎进生物学研究的世界。

1987年，河大生物学科从零起步开始重建。
1990年，28岁的宋纯鹏获批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得到3万元课题经费。那时的他正白手起家创建植物生理生化
实验室，这雪中送炭的3万元，就成了实验室的启动资金。（下转
第四版）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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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是

顺应河南父老乡亲期待、加快我

省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举措。近年来，百年老校

河南大学勇担光荣使命、抢抓历史机遇，自我加

压、乘势而为，扎实走好内涵式发展之路，为推动

我省高等教育水平整体提升再立新功。本报从

今日起推出《河大“新三科” 阔步“双一流”》系列

报道，聚焦该校新农科、新医科、新工科建设亮点，

聆听我省高校谱写的新时代“奋进之歌”。③8

开栏的话

●三等小麦最低收购价每斤1.12元
●500亿元已备好 夏粮收购“钱等粮”

02│要闻

“新三科”
阔步“双一流”

●再婚夫妻也可生俩娃
●城市市区公共场所室内全面禁烟

6月3日，在商水县南陵村的一处麦田里，农
民在堆放收获的小麦。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6月2日，郑州市郑东新区首批53所通过复学
审验的幼儿园开学复课。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今日导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