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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阳生主持并讲话 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等六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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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刘国中张军同志当选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楼阳生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凯当选省人民政府省长
李亚何金平李公乐刘南昌张建慧苏晓红当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孙守刚刘玉江宋争辉孙运锋张敏郑海洋杨青玖刘尚进当选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曲孝丽当选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胡道才当选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选举产生我省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74名

据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国家统计局

17日发布数据表示，初步核算，2022年全年

国内生产总值（GDP）1210207亿元，按不

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国民经济顶

住压力持续发展，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

统计数据显示，按年均汇率计算，120

万亿元折合美元约18万亿美元，稳居世界

第 二 位 。 2022 年 我 国 人 均 GDP 达 到

85698元，比上年实际增长 3%，按年平均

汇率折算，达到12741美元，连续两年保持

在1.2万美元以上。

2022年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731

亿斤，连续 8年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全

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0.2万亿元，制造业增

加值达到33.5万亿元，均居世界首位；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稳定在44万亿元左右；规

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4%，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3.8 个百分

点；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2.9%，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突破120万亿元

2022年我国GDP增长3%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孙书
贤）馒头在农村的价格一般 5毛钱一

个，然而郏县长桥镇农民郭亚培居然

把馒头卖到了 3 元一个，还供不应

求。这馒头缘何能卖如此高价？1月

16日，记者赶赴长桥镇一探究竟。

走进位于长桥镇的平顶山绿禾农

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馒头生产车间，

20多名女工一字排开，在揉面、制作

馒头，一派繁忙景象。馒头生产车间

里，一台台大型电气化蒸馒头机正在

运转，散发出腾腾热气。

“时间到，出笼了！”随着蒸馒头师

傅一声响亮的吆喝，一笼又一笼散发

着麦香味的馒头新鲜出锅，被码放在

一个特大案板上。放凉后，工人马上

包装，随即通过物流给顾客们发货。

“我们的馒头叫富硒馒头，是采用3种

优质品种小麦经石磨磨成面粉制作而

成的！”总经理郭亚培掰了一块馒头递

给记者，“你尝尝味道咋样？”

一块馒头入口，面香味直入心脾，

筋道，回味悠长。

“今年馒头订单有 20万元，每天

加班加点干还供不应求！”郭亚培累并

高兴着。

郭亚培是长桥镇东长桥村人。近

年来，他规模化种植小麦和玉米，并逐

步把土地改良为富硒地，引进黑小麦、

黑小米、黑花生等优良新品种进行种

植，随后又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把自己

种的黑小麦、绿小麦、香小麦、糯小麦

用石磨加工成面粉，以手工老酵子发

面，蒸出的富硒馒头口感筋道，麦香味

十足。

“我们进入腊月就开始满负荷生

产了，每天生产 1200斤馒头，一出锅

就全部销售一空。”郭亚培介绍，他的

富硒馒头一箱 30个 90元，经快递公

司销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

“我在家门口上班，一个月 6000

元工资，制作馒头的女工每月收入都

在2500元以上，还管一日三餐。”蒸馒

头师傅闫旭阳高兴地说。

“我们不仅有富硒馒头，还有富硒

的杂粮、蛋糕等一系列产品，一个春节

仅富硒馒头就可收入 40多万元。”郭

亚培说。

近日，周口市淮阳区组织开展新春送“福”进万家活动。书法家们现场挥毫泼墨，把
祝福融入笔端，祝愿新春美好。 杨正华 摄

本报讯（记者冯芸 马涛 李点 王
侠）1月 17日，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后在郑州胜利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楼阳生主持会议并讲话。

大 会 主 席 团 执 行 主 席 楼 阳 生、

李亚、何金平、李公乐、刘南昌、张建慧、

苏晓红、吉炳伟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王凯、孔昌生、刘伟、周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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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全书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表决通过了河南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府工

作报告的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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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

议、关于河南省 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3年预算的决议、关于河南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

议、关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的决议、关于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的决议。

楼阳生指出，这是一次高举旗帜、

牢记嘱托的大会，是一次继往开来、团

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凝心聚力、风清

气正的大会。本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

一届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省政府

领导班子、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以及河南省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依法通过了省人大各专门

委员会组成人员。我们将坚定不移贯

彻落实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

署，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

责，自觉接受监督，夙夜在公、勤勉工

作，为推进现代化河南建设、造福河南

人民贡献全部力量。由于年龄原因和

工作需要，一些同志不再担任相关职

务，多年来他们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

和民主政治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作

出了重要贡献，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

意和衷心的感谢。

楼阳生指出，党的二十大发出了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动员令，吹响

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时代号角。要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全面学习、

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省委经

济工作会议部署，锚定“两个确保”，深

入实施“十大战略”，坚定扛稳“经济大

省要勇挑大梁”的政治责任，自信自

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在

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勇争先、更加

出彩。

——勇挑大梁、争先出彩，就要铆

足干劲拼经济，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

度。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紧抓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机遇，纲

举目张抓工作，项目为王抓投资，以

“起步即冲刺，开局即决战”的精神状

态，持续强存量、扩增量、优常量、抓变

量，不断锻长板、补短板、固底板，推动

经济发展质量更高、效益更好、速度更

快。

——勇挑大梁、争先出彩，就要全

力以赴强创新，加快提升核心竞争

力。坚定推动创新发展，把“规划图”

变“施工图”、“大写意”变“工笔画”，让

更多一流创新人才和团队扎根河南，

让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突破，

让更多头部企业加速涌现，让更多“专

精特新”蓬勃生长，让创新发展这一现

代化河南建设的主旋律、最强音更加

雄浑激昂。

——勇挑大梁、争先出彩，就要坚

定不移促改革，全面塑造最优营商环

境。紧紧依靠改革，系统性重塑行政审

批制度，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依

法保护产权，加快建设信用河南，打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全面提升开放

能级。

——勇挑大梁、争先出彩，就要一

切工作为人民，凝聚共同奋斗强大合

力。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群众首创精

神，持续聚焦“一老一小一青壮”加强民

生工作，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

来、一切发展力量充分聚合起来，形成

万众一心共谋出彩的生动局面。

——勇挑大梁、争先出彩，就要持

之以恒抓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

坚定，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把严

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

下去，持续纠治“四风”，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严管和厚爱结

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加快建设清廉河

南。

楼阳生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省各级人大

及其常委会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丰富

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河南实践，

推动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与时俱进、

完善发展。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

人大工作的领导，为做好人大工作提

供坚强保证。全省各级人大代表要忠

实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推动“党委

和政府干的”与“群众盼的”高度契合、

同向发力。

楼阳生强调，奋进新征程，不负新

华年，开创新局面，就要有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精神气概。我们要牢记领袖教

导，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攻坚克难，

敢于胜利，锐意进取，久久为功，就一定

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风险挑

战，就一定能依靠顽强斗争打开现代化

河南建设新天地。

楼阳生号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伟大旗帜，在省委坚强领导下，

以改革创新激发活力，以团结奋斗开创

未来，向着“两个确保”目标阔步前进，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

河南力量。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闭幕。

赵钧、马懿、穆为民、徐济超、乔新

江、刘玉江、宋争辉、孙运锋、张敏、郑海

洋、杨青玖、刘尚进、谢玉安、戴柏华、霍

金花、张震宇、刘炯天、朱焕然、周春艳、

胡道才、段文龙、祖雷鸣、李英杰、黄雪

平、孟双月、王京武在主席台就座。

本报讯（记者李点 刘勰）1月 17

日下午，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

三次全体会议，表决总监票人、监票人

名单草案；选举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

长，选举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

选举河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选举河南省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选举河南省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河南省

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表决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各

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

员名单草案。

大会执行主席楼阳生、王凯、孙守

刚、陈舜、曲孝丽、陈星、赵钧、李亚、马

懿、李公乐、何金平、刘玉江、宋争辉、孙

运锋、张敏、郑海洋、胡道才、段文龙、杨

青玖、刘尚进、刘南昌、张建慧、史秉锐、

吉炳伟、苏晓红在主席台就座。马懿主

持会议。

孔昌生、刘伟、周霁、江凌、王战营、

安伟、张雷明在主席台就座。

王全书在主席台就座。

穆为民、徐济超、乔新江、祖雷鸣、

黄雪平、孟双月、王京武在主席台就

座。中央组织部督导组有关同志到会

监督指导。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共有代表

945 人，出席第三次全体会议的 880

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

监票人名单。随后，大会开始选举。

代表们认真填写选票，依次到指定票

箱郑重投票。经过投票和统计回收选

票，马懿宣布，所发选票全部收回，选

举有效。

根据选举结果，楼阳生当选河南省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任，李亚、何金平、李公乐、刘南昌、张建

慧、苏晓红当选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吉炳伟当选

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秘书长；王凯当选河南省人民政府

省长，孙守刚、刘玉江、宋争辉、孙运锋、

张敏、郑海洋、杨青玖、刘尚进当选河南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曲孝丽当选河南省

监察委员会主任；胡道才当选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大会选出了河南省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最高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批准。

大会选举产生河南省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83 人。

大会选举产生河南省出席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74 人，中央提

名的代表候选人刘国中、张军同志当

选。

新当选和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

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郏县富硒馒头身价高
3元一个一出锅就销售一空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陈思
远 王金柱）1月15日一大早，西峡县阳

城镇后营村贾有法敲响了村医值班室

的门：“均山啊，我嗓子有点咳嗽，你帮

忙看看哪里不得劲啊！”孙均山赶紧招

呼贾有法坐下，给他把了脉量完血压，

对他说：“叔，你这没事，就是天气变换

时的正常咳嗽，我给你拿点中药回家吃

两天就好了，甭担心哈！”

孙均山是阳城镇后营村党支部书记

兼村医，他经常琢磨怎么把村这一级的

医疗作用发挥到最大。

“我们几个村还有一支义诊巡逻

队，这支队伍由各组党员、群众代表、村

医组成，每村都是 5到 6人，一般临近

的 3个村联动出勤，充分整合医疗资

源，走村串户，对群众特别是重点人群

进行动态监测，平均3天一次。”后营村

驻村第一书记尹伊介绍。

在村里，重点人群的家门口都悬挂

有“家庭签约医生”标牌。群众如果有

需求，通过指示牌上的电话、微信，可以

直接联系到义诊巡逻队。除此之外，巡

逻队在村道路上，或在田间地头，只要

遇到街坊邻居，就会主动与村民聊天，

简略讲解一下当下时令病的注意事项，

提醒大家常通风、多饮水，在人群密集

的地方戴好口罩。

在阳城镇，除了后营村的村级医疗

保障外，这几年镇一级的医疗保障也在

不断优化发展，能满足农村群众的正常

看病就医需求。

在阳城镇卫生院，中医有着很好的

传承。闫高献是该镇金花村的村医，也

是当地的名中医。2021年他来到镇卫

生院坐诊，鉴于中医在预防治疗疾病方

面的功效，和镇卫生院院长谢付元共同

努力创建了中医药诊区，在全镇范围内

每月至少开展一次“中医义诊日”活动，

主要针对孤寡老人、脱贫户、弱势群体

等，让他们感受到温暖。

据谢付元介绍，镇上的幸福大院居

住有100多位孤寡老人，镇卫生院每月

开展1次义诊，有1名医生1名护士对

老人们进行“签约”服务，免费上门进行

健康检查和日常监护。上个月，面对冬

季气候变化和外出人员返乡潮，镇卫生

院提前配制了600多公斤中药，免费发

放给镇上的老人、妇女、学生等 5063

人。

“对我们村医来说，这个远程会诊

中心非常实用，‘培训+业务’学习的方

式让我们能及时掌握到最新最实用的

技术，更好地为村民服务。”孙均山口中

的健康服务总医院远程医学会诊中心，

是该县在省市的统一部署下建成的，近

三年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能第一时

间联系到上一级的专家，对于疑难杂症

及时交流，转运病人，不耽搁治疗。每

周四开展业务培训，覆盖到 17个村的

村医。”该镇卫生院培训负责人张璞说。

据了解，西峡县现有 17个乡镇卫

生院，其中中心乡镇卫生院 6个，普通

乡镇卫生院11个，14个达到国家优质

服务基层行基本标准。该县针对性加

强乡镇卫生院全科、老年医学、妇产科、

儿科和急救等方面专业人才培养，推进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施医疗、预

防保健服务，人财物一体化管理，推进

县、乡、村三级双向转诊，全力实现“小

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

的目标。

小村也有家庭签约医生
西峡县村镇医疗服务惠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