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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委书记王国
生接受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央媒集
中采访，回顾“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河南答卷，阐述河南在“十四五”开局
之际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
省委十届十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的积极进展和生动实践，在今后5
年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
篇章。

王国生介绍，去年河南一手抓防
控，全力以赴管住了疫情；一手抓发
展，千方百计稳住了经济。粮食产量再
创历史新高，稳外贸、扩需求亮点频现。

融入新发展格局，河南的区位交通
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枢纽链接优势，人口
资源优势正加速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
农业农村优势正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人文历史优势正转化为文旅融合优势。

河南要继续打好粮食生产这张王
牌，落实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坚决守住耕地红
线，持续提高耕地质量，提升品质品
牌，强化科技支撑。

河南要抓好农村这个新的增长点，
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做强产业，建好农村，深化改
革，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河南要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
攻方向，发力高端制造业、智能制造业，让
发展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更
高、更足，努力在科技创新上走在中西部
前列。

河南要深度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打造更具竞争力的
内陆开放高地，持续优化中原城市群空间布局，加快提升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三中心一枢纽一门户”和洛阳副中心城市“两中心一基
地一枢纽”功能。（综合）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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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 龚金星 朱佩娴

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中部地区崛
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为河南发展搭建了广阔平台。落实好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河南如何开好
局、起好步？记者采访了河南省委书记
王国生。

记者：回顾2020年，河南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如何？

王国生：2020 年是大战大考之年，
河南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一手抓防
控，全力以赴把疫情管住了；一手抓发
展，千方百计把经济稳住了，推动经济
逐季回升，增速由负转正。

2020 年河南粮食产量 682.5 亿公斤，
再创历史新高。“空中丝绸之路”不断
航，中欧班列 （郑州） 前11个月进出口
增长11.5%，大批抗疫物资通过郑州—卢

森堡航线运往欧洲。
在2021年经济工作中，我们将坚持

稳中求进，以更大力度锻长板补短板、
通堵点接断点、增动能强势能；强化统
筹兼顾，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推动经济
发展，突出供需两端发力，做好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突出
项目带动，继续实施补短板“982”工
程，在九大领域遴选实施 8000 个左右、
年度总投资2万亿元的重大项目，抓好河
南与京沪苏浙各项合作协议的落实。

记者：河南作为农业大省、产粮大
省，如何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

王国生：我们持续推进国家粮食生
产核心区建设，紧紧扭住耕地、水利、
科技、政策等关键环节，不断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提高抗灾减灾能力，粮食总
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650亿公斤以上，不
仅解决了一亿河南人的吃饭问题，还能
每年调出原粮及制成品300亿公斤左右。
同时，河南的油料、蔬菜、肉蛋奶、水
果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均居全国前列。

面向“十四五”，我们明确提出要打
造新时期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全
国重要的口粮生产供给中心、粮食储运

交易中心、绿色食品加工制造中心、农
业装备制造中心和面向世界的农业科技
研发中心、农业期货价格中心。

今年我们将着力抓好四项工作：一
是坚决守住耕地红线，进一步强化地方
政府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
特殊保护制度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加
大永久基本农田核实整改力度，坚决遏
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确
保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 1066.7 万公顷以
上；二是持续提高耕地质量，计划今年
新建高标准农田50万公顷，到2025年建
成高标准农田533.3万公顷，高效节水灌
溉面积达到266.7万公顷左右；三是着力
提升品质品牌，积极发展绿色有机农产
品，打造更多“豫农名片”；四是切实强
化科技支撑，制定了《河南省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 （2021—2035）》

《河南省“十四五”现代种业发展规
划》，推动建设国家级小麦种质资源库，
加快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粮食科技创
新体系，开展农业全产业链科技攻关，
强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重点培育
一批“豫麦”品牌和小麦加工产品品牌。

记者：作为工业体系较为完备的省
份之一，河南在高端制造业、智能制造

业方面将如何发力？
王国生：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要坚定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
造、智能制造，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
搞上去，推动我国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
扎扎实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河南拥有41个工业行业大类中的40
个，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过
85%。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比拼的是经
济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看重的
是产业的引领性、成长性、坚韧性。如果
搭不上科技自立自强的“快车”、赶不上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风口”，就
会落在后面。（下转A02版①）

《人民日报》昨日刊发报道

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访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

权威访谈 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

本报讯（记者郭嘉莉） 1 月
12日上午，九三学社焦作市第五
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扩大）会
议召开，选举产生了九三学社焦作
市第五届委员会新任主委和副主
委。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河南
省委主委张亚忠，九三学社河南省
委专职副主委陈志民到会指导，
市委副书记、统战部长刘涛，市
政协副主席张动天出席会议。

张亚忠代表九三学社河南省
委员会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

希望九三学社焦作市委员会在新
的市委主委的带领下，能够迎接
新时代、勇担新使命，做到明使
命、干实事、上台阶，不断加强
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履职
能力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
设，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社务
工作，为焦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献计出力。

刘涛代表中共焦作市委向大
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充分肯定了
九三学社焦作市委员会对我市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他说，
九三学社焦作市委员会充分发挥
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
的特点和优势，认真履行参政议
政、民主监督职能，在抗击疫
情、社会服务等方面，勇于担
当、建言献策，为推动我市高质
量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刘涛希望九三学社焦作市委
员会要团结带领全市社员，进一步
坚定政治方向，（下转A02版②）

九三学社焦作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李英俊 通讯
员汤锐）昨日，位于孟州市产业
集聚区的河南御捷时代汽车有限
公司自主研发、具有自主品牌的
朋克汽车纯电动汽车正式下线。

据悉，昨日下线的是一款小
巧 精 美 的 纯 电 动 汽 车 “ 朋 克
MINI”，其外观时尚靓丽，灵动
活泼，可以充分满足短途代步的
需 求 。 该 款 车 型 内 饰 时 尚 大
方，拥有人机互联、手机映射、

远程卫星定位、电池安全监控等
科技智能功能，深受年轻用户
的喜爱。今年御捷公司还将陆
续 推 出 多 款 类 似 于 “ 朋 克
MINI”的系列产品，在孟州御
捷工厂量产。

据介绍，河南御捷时代汽车
有限公司年产15万辆纯电动汽车
和10万套锂电池包项目，总投资
15亿元，占地50多公顷，主要建
设内容有冲压、焊装、涂装、总

装四大工艺生产线和电池包生产
线以及研发办公、职工公寓等配
套设施，总建筑面积20余万平方
米。目前，该公司开发的 BX、
QV、LV三款车型均为超小型纯
电动汽车，特点是轻量化、智能
化、便捷化，顺应小型新能源电
动汽车发展趋势，拥有快换电池
和便携式电池功能，不依赖充电
桩，质量、品质和工艺均处于行
业先进位次。①2

御捷时代朋克汽车纯电动汽车
昨日在孟州正式下线

市委书记王小平，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在位于武陟县的长沙远大住宅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远大住工CPS河南研发生产总部基地项目建设现场观摩。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张怀华，46 岁，市第十一
中学物理高级教师、教研督导处
主任。他长期致力于青少年创客
教育与高中物理创新实验教学深
度融合的教学实践，先后主持省
市级科研课题 10 余项，荣获
2018 年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成
果一等奖，指导 1300 余名学生

荣获国家、省、市级科技创新成果
奖，100余名学生荣获国家专利。
他先后荣获“全国特色教育优秀
教师、中国教师研修网学科指导
专家、河南省政府学术技术带头
人、河南省教育技术装备和实践
教育专家”等荣誉称号。①2

张怀华：让学生有更多的未来可能性

▶▶▶详见今日本报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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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这是时代使命，这是历
史机遇。

作为黄河流域重要节点城市，焦作勇担使命，抢抓机
遇，以更高站位、更宽视角审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重
大意义，奏响了新时代“黄河大合唱”的“焦作强音”。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焦作上下一

条心、一张图、一股劲、一盘棋，以绿为底，以文为
脉，以业为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终极目标，推进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工作全面开花。

把黄河生态保护好、把黄河文明传承好、把沿黄产业发
展好，努力走好“生态产业化、产业绿色化、城市公园化”
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焦作正在蹚出一条富有焦作特色的黄河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毋庸置疑，焦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
焦作 2020 年各项事业中的闪光点。以保护传承弘扬黄
河文化为载体，焦作又找到一个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引
擎。

回望2020年，焦作黄河文化事业发展如火如荼，值得
点赞！

展望2021年，焦作黄河文化事业发展动力十足，值得
期待！①2

讲好“焦作黄河故事”
奏响“焦作黄河强音”

□交 响

▶▶▶详见今日本报A03版

本报讯（记者董柏生） 1 月 11
日到12日，市委书记王小平，市委
副书记、市长徐衣显带领观摩组，
对我市10个县（市）区和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2020年第四季度重点项
目暨产业转型攻坚情况进行观摩。
市领导刘涛、王建修、杨娅辉、郭鹏、
胡小平、宫松奇、李民生、牛书军、路
红卫、牛炎平等参加观摩活动。

本次观摩，每个县 （市） 区和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别观摩 2 个
项目，所观摩项目均是2020年新开
工项目或本年度新开工且达到竣工
条件的建成项目。观摩项目聚焦产
业集聚区“二次创业”，全面凸显高
质量发展理念，以“三新一高”为
引领，以集群培育、科技创新、智
能智慧、绿色集约、转型提升为导
向，具有突出的引领性和带动性。
其中，产业集聚区项目突出“亩均
效益提升、低效资产盘活、主导产
业培育、土地节约利用、智能化改
造”，服务业“两区”项目突出“新
业态、新模式”，老城区改造项目突
出“精致、品质”。产业集聚区内项
目投资规模不小于 1 亿元、服务业

“两区”内项目投资规模不小于
1000 万元 （不包括住宅房地产项

目）、老城区改造项目投资规模不小
于3000万元、康养综合类项目投资
规模不小于1亿元。

观摩中，每到一地，王小平、
徐衣显都认真听取各地经济社会发
展、重点项目建设和产业转型攻坚
情况汇报，实地察看项目建设进
度、高新科技产品展示，详细了解
所观摩项目建设投资、生产运营、
项目效益和亮点，勉励项目方把握
发展机遇，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
快项目建设进度，进一步巩固和拓
展市场，并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
门搞好协调服务，优化发展环境，
为城市转型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有力支撑。

观摩结束后，观摩人员和第三方
机构对观摩情况进行了集中打分。

据了解，2020年1~12月份，全
市67个省考核重点项目完成年度投
资目标的 161.2%，337 个市重点项
目完成年度投资目标的164.2%，省
市重点项目均提前完成年度投资任
务；产业集聚区在建项目 326 个，
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204 个，占全市
亿元以上项目总数的54%；62个省
服务业重大项目，其中亿元以上项
目49个，占项目总数的79%。①2

我市举行2020年第四季度重点项目
暨产业转型攻坚观摩活动
王小平徐衣显带队 刘涛王建修杨娅辉参加

唱响“黄河大合唱”的“焦作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