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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河南而努力奋斗

●718.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53个贫困县全
部摘帽

政府工作报告看“三农”

□本报记者 仵树大
通讯员 郭勇睿 孙原野

1月 6日，小寒刚过，走在中原小

城幸福渠畔，漯河市廉洁文化主题游

园显得格外醒目，沿途与自然景观相

得益彰的清廉故事、清廉人物、清廉诗

句、家风家训等20余处景观小品星罗

棋布，让人们在休闲娱乐间接受廉洁

文化的熏陶。

无独有偶，在漯河沙澧风景区内，以

“学廉倡廉”为主题的廉政文化园，莲花

广场及廉政故事情景雕塑和景石构成了

廉政教育文化带，“一核一带”让廉洁文

化在完善和提升沙澧河风景区整体的人

文环境中发挥了独特的教育作用。

在临颍县，当走进建筑面积3800

平方米、目前全省面积最大的漯河市家

风家训馆时，呈现在眼前的又是另一番

景象：馆内以“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

家、家之本在身”为主线，集中展示古今

著名的家风家训和本地家风故事，成为

漯河市廉洁家风教育的好去处。

如今在漯河，廉洁家风教育固定

阵地正如雨后春笋，清廉地标越来越

多。在这背后，是该市纪委监委守正

创新推动廉洁家风建设所做的不懈努

力，打造新阵地，让多元廉洁文化浸润

人心，把家风品牌越擦越亮。

2022年，漯河市纪委监委还积极

培育陈玑家风馆、陶桥家风文化示范

村、舞阳县沃土情深家风家教示范基

地等多处家风教育示范点，精心设计

规划参观路线，纵深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厚植爱党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

（下转第二版）

听，代表通道上传来乡村振兴好声音

漯河 守正创新推动廉洁家风建设

1月14日，省十四届人大一

次会议代表通道正式开启，8名

省人大代表走上代表通道，围

绕乡村振兴、绿色转型发展、传

统文化等话题，回答记者提

问。请听代表通道上传来的乡

村振兴好声音！

□本报记者 王侠

找准富民“金钥匙”

省人大代表、南阳市卧龙区七里

园乡达士营村农民查洪付认为：“要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产业振兴最关键。”

“南阳野生艾草资源丰富。当我了

解到艾草浑身是宝，市场潜力很大后，便

做了一个决定：创办艾草加工厂。”查洪

付说，“我们创建的脱贫帮扶基地，吸纳

了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残疾

人等弱势群体80多人，他们在基地务工

年收入超过3万元。”

“现在我们成立了艾草协会，带动

本村村民发展艾草加工企业17家，引

导 162户村民从事艾制品电商业务，

让大家逐步实现从’打工经济’向‘创

业经济’转变。目前达士营村仅艾制

品一项年销售额就突破 2亿元，南阳

艾草种植面积全国最大，艾制品生产

销售全国第一。”查洪付说，“我们用好

艾草产业这把‘金钥匙’，带领村民打

开了‘幸福门’。”

乡村游 富口袋

新时代，作为一名村党支部书记，

怎样带领群众推进乡村振兴？

省人大代表、林州市庙荒村党支

部书记郁林英回答：发扬红旗渠精神，

发展乡村旅游。7年前，庙荒村集体

经济一穷二白，400多人的自然村仅

剩 80 多名留守人员，守着红旗渠缺

水，守着太行山缺资源。

“经过村‘两委’干部反复研究商

讨，我们依托庙荒村背靠太行山，红旗

渠穿村而过，周边还有景区的地理优

势，深挖旅游资源，大力培育发展生态

旅游产业。我们成立旅游开发公司，打

造‘渠畔人家’特色民宿旅游村，让群众

在家门口增收致富。”郁林英说。

“当年红旗渠是一寸一寸挖出来

的，如今的乡村振兴，也要一件一件扎

扎实实干出来。”郁林英说，近年来，红

旗渠精神激励着庙荒人不断拼搏，干

部群众一起绿化荒山、改造民宿，发展

乡村游。村民用上了天然气、自来水，

吃上了“旅游饭”，庙荒村从穷山村变

成了致富的“明星村”。

“聊”民生“议”实事

作为社区干部，如何通过基层民

主协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省人大

代表、洛阳市涧西区郑州路街道南村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子军的

秘诀是：从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一桩桩

小事着手，把民主落到实处，提升居民

幸福指数。

“我们社区干部经常到群众聚集

的地方说话聊天。有一次在小区凉亭

里聊天，有群众提到‘大病医保报销完

以后，社区能不能再给报销点儿’。当

时我们已经集体出资为群众办理了新

农合，再让社区报销医药费，能不能

报？怎么报？但是，大家有这个愿望，

我们就立即着手。经过测算，我们觉

得社区各项支出压缩一点儿，这个事

儿能办！”

“我们通过‘4+2’工作法，确定社

区给居民的大病救助报销20%，同时

也把新农合换成了城镇居民医保，这

样一来，群众大病自掏腰包的比例就

只剩20%左右。”刘子军说。

除了医疗，很多事情都是社区工

作人员和居民这样聊出来的，群众也

把经常聚到一起聊天的凉亭、长廊亲

切地称之为“守心亭”“连心廊”。

□本报记者 王侠

●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61亿亩
以上

●发展设施蔬菜410万亩、设施食用菌
180万吨、设施渔业7万吨，稳定生猪和畜
禽生产

●做强特色农业，推动酒业、奶业、中医
药业振兴

●积极发展冷链食品、休闲食品和特色
功能食品，大力发展预制菜

●支持牧原、双汇等一批龙头企业做大
做强，建设万亿级现代食品产业

●深化农村改革，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
制度改革试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改革试点

●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农民合作社
发展到20万家，家庭农场发展到27万家，
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到13万家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防止返
贫监测帮扶，稳定完善帮扶政策，坚决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支持神农种业实验室争创国家实验室基
地，开展核心种源等15项核心技术协同攻关，
组建河南种业集团

●高标准建设“中原农谷”、周口国家农高
区，推进国家小麦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农科院中
原研究中心等项目建设，打造现代农业科技创
新高地

●深入推进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建设，
推动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发展

●创新乡村人才评价机制，深化新型职业
农民职称评定工作，为乡村吸引人才、培育人
才、留住人才

●不断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
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

●创建 20个示范县、100个示范乡镇、
1000个示范村，争创50个国家级美丽宜居村庄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法治教育，
推进移风易俗

过去五年“三农”答卷

●农村居民生活条件明显
改善，生活垃圾和污水得到
有效治理，乡村更加美
丽宜居

●粮油加工转化率80%

●优势特色农业产值占比57.8%

●主要粮食作物良种覆盖率97%

●综合机械化率87%

●连续6年粮食总产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播
种面积保持在1.6亿亩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李点 归欣 刘勰 王
侠）1月 14日上午，河南省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省人民会堂

隆重开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楼阳生、王

凯、周霁、李亚、马懿、穆为民、徐济超、

乔新江、李公乐、何金平主持大会并在

主席台前排就座。

刘伟、孙守刚、陈舜、江凌、曲孝丽、王

战营、陈星、安伟、张雷明在主席台就座。

郭庚茂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9时，楼阳生宣布：河南省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共有代表945名，出

席开幕大会的代表876名，符合法定人

数，现在大会开幕。

与会人员全体起立，会堂内响起雄

壮的国歌声。

在热烈的掌声中，省长王凯作政府

工作报告。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过

去五年工作回顾。二、2023年工作总体

要求和主要目标。三、2023年重点工作

安排。

王凯在报告中指出，过去的五年极

不寻常。五年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奋勇争先、更

加出彩”的殷殷嘱托，在省委坚强领导

下，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

有效应对了多重风险挑战，经受住了多

种压力考验，办成了许多大事要事，综

合实力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持续增强，

乡村振兴扎实推进，改革开放全面深

化，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民生福祉不断

增进，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了小康社

会，迈上了现代化河南建设的新征程。

王凯在报告中指出，刚刚过去的一

年是本届政府的收官之年。面对超预

期因素冲击，我们全面落实“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

扛起“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的使命担

当，全力稳住经济大盘，加快培育新兴

动能，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拓展开放合

作领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切实保障

改善民生，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王凯在报告中指出，经过接续奋

斗，河南发展站在了新的起点上。这根

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有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

学指引，是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省

人大、省政协有效监督、大力支持的结

果，是全省人民齐心协力、团结拼搏的

结果。

王凯在报告中提出，做好今年的政

府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省委经

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紧抓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机

遇，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锚定“两个确

保”，深入实施“十大战略”，更好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

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

市场信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突出

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

好转，实现经济发展质量更高、效益更

好、速度更快，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河南力

量。主要预期目标是：经济增长6%，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 2%以上，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8%，进出口总值保持平稳增长，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长 5%，城镇调查失业率

5.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 110万人，居

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粮食

产量 1300亿斤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涨

幅 3%，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与“十四五”

目标统筹衔接。

王凯在报告中提出，实现今年目标

任务，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聚力提质增

速，必须注重供需衔接、畅通经济循环，

必须增强系统观念、做到统筹兼顾，必

须强化极限思维、守住安全底线。重点

抓好七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快提振市

场信心。二是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三是加快建设制造业强省。四是

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五是加快推进新

型城镇化。六是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

合作。七是加快推进社会民生事业全

面进步。

王凯在报告中指出，新时代新征

程，我们将更加自觉地用党的二十大精

神统一思想、统领全局、统揽工作，更加

自觉地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更加自觉地锤炼能力作风，更加自觉地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王凯在报告中指出，河南人民勤劳

勇敢、智慧坚毅，中原大地潜力巨大、前

景广阔。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

坚强领导下，锚定“两个确保”，坚定信

心、踔厉奋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奋

力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胡道才向大

会报告说，过去五年，全省法院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

责，共受理各类案件10406097件，审执

结10288292件，其中，审结一审刑事案

件460334件、民商事案件4924572件、

行政案件95766件，执结案件3347506

件。全省法院审判效率指标自2020年

起稳居全国前 3，核心质量指标跃居第

一方阵；府院联动工作机制、涉军维权

“信阳模式”、“18+1+1”环境司法保护

体系等经验做法走在全国前列；“电梯

劝烟案”“刑事缺席审判第一案”等一批

案件在全国成为标杆示范；智慧法院建

设应用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发

展。2023年，全省法院将奋力推进法院

工作现代化，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

预期、利长远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河南提供坚实有力的司法服

务和保障。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向大

会报告说，过去五年，全省检察机关面

对恢复重建以来最大变革期，逐步形成

四大检察法律监督新格局。依法批捕

各类犯罪嫌疑人 30.3 万人、起诉 63万

人，审查起诉环节平均办案时间减少

6.7天，公益诉讼检察开拓创新、稳步发

展，共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25768

件，年均增长 56.2%，最高检确定的 60

项体现检察业务质效的主要数据中，我

省40项进入全国第一方阵。2023年，

将坚持“1234”总体思路，锚定“争先进、

创一流”目标，实施豫检品牌战略、检察

大数据战略“两大战略”，深化质效工

程、铁军工程、百院提升工程“三大工

程”，不断推动司法理念、履职方式、检

察管理、监督能力现代化，以检察工作

现代化助力推进现代化河南建设。

大会审查了关于河南省2022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的报告、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草案，关于河南省 2022年预算执行

情况和 2023年预算草案的报告、2023

年预算草案。

赵钧、孔昌生、刘玉江、宋争辉、孙

运锋、张敏、郑海洋、周春艳、谢玉安、李

英杰、张亚忠、高体健、戴柏华、霍金花、

张震宇、刘炯天、朱焕然、程志明、胡道

才、段文龙、祖雷鸣、黄雪平、刘金来、王

京武、黄锦明在主席台就座。

蒋笃运、张立勇、卢长健、赵素萍在

主席台就座。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大

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出席省政协十三

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及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列席会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主持会议 听取政府工作报告、两院工作报告 审查计划报告和草案、预算报告和草案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隆重开幕

扎实推进科技强农

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三农”重点

确保粮食播种面
积1.61亿亩以上

农民合作社发展到20万家，家庭农场发展到27万家

争创50个国家级美丽宜居村庄

打造现代农业科技创新高地

组建河南种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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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灵宝市元屯屯花馍加工坊负责人周园园在展示“有钱兔”花馍。该加
工坊制作的花馍有30多个品种，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杨远高 樊雨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