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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发展阶段，

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

程，河南走到了由大到

强、实现更大发展的重

要关口，站上了可以大

有作为、为全国大局作

出更大贡献的新起点。

用 辩 证 的 眼 光 来

看，河南战略叠加的机

遇期、蓄势跃升的突破

期、调整转型的攻坚期、

风险挑战的凸显期等阶

段性特征明显，必须增

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

识，准确识变、科学应

变、主动求变，在危机中

育 先 机 、于 变 局 中 开

新局。

经济强省、文化强

省、生态强省、开放强

省、中西部创新高地、幸

福美好家园……《河南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提出，要紧紧围绕奋

勇争先、更加出彩，坚持“两个高质量”，

基本建成“四个强省、一个高地、一个家

园”的现代化河南。

聚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

效能治理，河南用全国新

增长极培育实现更大跨

越、中西部创新高地建设

实现更大跃升、融入新发

展格局实现更大作为、乡

村振兴实现更大突破、文

化软实力实现更大提高、

大河大山大平原保护治理

实现更大进展、民生福祉

实现更大改善、治理效能

实现更大提升等“实现八

个更大”，描绘了“十四五”

时期的发展目标，顺应了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

期盼。

新目标是任务书，也

是动员令，唯有锲而不舍、

久久为功，以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不

断创造新业绩。

要把宏伟蓝图变成美

好现实，关键在于坚持以

党建高质量推动发展高质

量，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

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能力和水平，确保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河南开好局、起

好步，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中走在前列，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

争先。

“全市共接待游客 3048.43 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 278.19 亿元，与 2019

年相比分别增长 5.57%、2.53%。”刚

刚落下帷幕的第 39届中国洛阳牡丹

文化节，彰显出“千年古都、牡丹花

城”洛阳的节会旅游热度。

为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牡

丹盛会，更好地体现“利民惠民”

办节宗旨，洛阳今年在继续执行旅

游年票不受限、部分公园不收费、

外地车辆不限行，餐饮住宿控涨

幅，特殊群体免费游等“三不一控

一免”惠民政策基础上，新增了年

票景点增范围、公交车辆增班次，

来洛赏花有专列等多种惠民措施，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旅游美

好生活的新期待。

洛阳的历史文化最有吸引力、最

具竞争力。近年来，为加快建设文化

旅游强市，打造国际人文交往中心和

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洛阳动员全市上

下坚定文化自信，在推动文化繁荣兴

盛上奋勇争先。

目前，洛阳各类博物馆已超百

家，稳居河南首位，“东方博物馆之

都”初具规模。隋唐洛阳城国家历

史文化公园、二里头夏都遗址博

物馆成为文旅打卡地。国家级

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获批

建设。牡丹文化节、河洛文化

旅游节、中原国际文化旅游产

业博览会、世界古都论坛“两

节一会一论坛”影响力持续

提升。

随着牡丹博物馆等 9 个

博物馆建成投用、洛阳地铁

2 号线年底开通、建设全国

研学旅行示范城市、打造

20 座示范性书房……洛

阳这座生机勃发的千年

古 都 正 焕 发 出 夺 目 的

光彩。

在解难题攻难关中砥砺奋进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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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王屋山主峰天坛峰海拔王屋山主峰天坛峰海拔 17151715米米，，

乘坐索道飞步云车乘坐索道飞步云车，，在在 360360 度玻璃轿厢中俯度玻璃轿厢中俯

瞰山景瞰山景。。 （（济源市委宣传部供图济源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图②② 第第 3939 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开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开

幕式幕式。。 （（洛阳市委宣传部供图洛阳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图③③ 许昌市陈曹乡高标准农田示范园许昌市陈曹乡高标准农田示范园

区小麦田区小麦田，，色块美如画卷色块美如画卷。。

牛书培牛书培摄摄 作为全国首个全域旅游示范区，济源正

在将资源禀赋转化为生产力，实现产业深

度融合，做到全域旅游“示”而有“范”。

双房村地处王屋深山区。作为济源

农旅融合的先行者，双房村借绿生金，

发展乡村旅游业。通过招商引资和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经营体制

改革，这里形成了“旅游开发公

司+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景

村一体”的发展模式，走出了一

条农旅融合、股份合作的集体

经济发展道路。昔日的省级

贫困村在短短几年间一跃

成为济源首家 AAA 级乡

村旅游景区，实现了从

“山富水富人不富”，到

收租金、拿分红、挣工

资的飞跃。

近年来，济源

以农旅融合促进

兴村富民，在山

区 培 育 了 4 个

旅 游 产 业 带 ，

建立了 25 个农

旅融合产业基

地 、18 个 旅 游 服

务驿站；50 余个行政

村依托旅游观光农业组建了各类新型农民经

营合作社和旅游开发公司等经营主体。一个

个村庄旧貌换了新颜，村民们的腰包越来越

鼓，乡村振兴的底气更足了。

济源是愚公故里。走进王屋镇愚公村

“毛虎山居”农家乐，客厅挂画上“王屋山愚

公”引人注目。“我们是愚公的后人，我们的发

展也得益于愚公移山。”农家乐主人张毛虎

说，游客大多冲着愚公移山故事和愚公移山

精神而来。于是，他把农区变景区、把民房变

客房、把产品变商品，年收入10万元以上。

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探索中，济源始

终秉承顽强拼搏、苦干实干的愚公移山精神，

从农旅融合到农文旅融合，再到农、文、旅、

体、林等多产业融合，济源全域旅游思路不断

拓展。

最近，穿越壮美太行国际徒步大会、中国

山地马拉松大赛第三站，相继在济源境内的

太行山国家森林步道举行。“依托绿水青山，

发展文旅产业，形成规格高、范围广、影响大

的综合性旅游节事活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进而实现产业融合、林业增效、农户增

收。”济源示范区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建

军如是说。

从传统的“济源九景”到今日的全景济

源，济源正着力推动农文旅体林等产业发展

深度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千年古都兴文旅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愚公故里强动能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

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河南扛

稳粮食安全重任，把发展作为河南人民最

根本的福祉，在抓大事谋长远中积势蓄

势，在解难题攻难关中砥砺奋进，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今年，河南实现了经济总

量、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均比2010

年翻一番的“两个翻番”目标，完

成了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到“三二

一”、由乡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

由内陆腹地向开放高地“三个转变”，

与全国一道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征程。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初夏时节，中原大地，小麦抽穗，长势

喜人。

河南牢牢抓住粮食这个核心竞争力，在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积极担当作为，深入

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在开封市尉氏县张市镇万亩高标准农田

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绿油油的麦苗一望无

际，一排排节水灌溉喷头整齐排列，无人机有

序起降，现代化的气象站、环境监测、农业植

保防控系统等高科技设备矗立在旁。

对河南而言，粮食生产这个优势、这张王

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目前，河南划定永久

基本农田 1.02 亿亩，建成高标准农田 6910 万

亩，推动粮食产量连续 4 年稳定在 1300 亿斤

以上、占全国的 1/10，其中小麦产量稳定在

700亿斤以上、占全国的 1/4，每年外调粮食和

粮食制品超过 600 亿斤。特别是在面对疫情

的严重冲击中，河南千方百计稳住农业基本

盘，粮食总产量达到 1365.16 亿斤，再创历史

新高，对全国粮食增产贡献率达23.1%。

生产了全国 1/2的火腿肠、1/3的方便面、

1/4的馒头、3/5的汤圆、7/10的水饺……这是

河南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动实

践。河南全面提升粮食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探索走出了一条从“国人粮仓”到“国人厨

房”再到“世界餐桌”的农业产业化发展之路，

成为全国第一粮食加工大省、第一肉制品大

省，农产品加工业成为全省第一大支柱产业。

大国重器上更多河南元素

坚持把科技创新与发展优势相结

合，河南持续提高企业、人才、平台、

机构“四个一批”建设水平，实施

“十百千”转型升级创新专项，全

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同时，河南统筹传统产

业绿色转型、主导产业扩

容提质和新兴产业培育

壮大，推动河南制造向

河南创造转变、河南

速度向河南质量转

变、河南产品向河

南品牌转变。

位于洛阳市的

中信重工为蒙古国大

型铜矿自主设计制造的

半自磨机、溢流型球磨机，5

月 12 日上午顺利完成工厂试

车，并以“直播连线”的形式实现

线上“云”交付。仪式现场，两台巨型

机械装备静静矗立、恢宏如城，在大屏

幕上秀出铮铮铁骨。

这是中信重工按照国际标准、国际规范，

自主研发制造的高效、节能矿业装备，代表了

国际高端矿业装备的先进水平。

2020 年，河南省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经费支出超过 850亿元，“十三五”前 4年年均

增长16.2%、居全国第8位，初步形成了以创新

龙头企业为引领、高新技术企业为支撑、科技

型中小企业为基础的创新型企业集群培育发

展体系。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 6324 家，科

技型中小企业突破 1 万家，居全国第 5 位、中

部地区首位，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达到 92 家，可见光通信、新能源客车、超级盾

构机等一批重大产品技术创新取得突破，神

舟飞船、航空母舰、C919大飞机、蛟龙号、高铁

等大国重器上有了更多河南元素。

同时，河南还实现了高水平载体平台的

突破。2020年，河南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

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分别达到 1143个、

921 个、256 个，分别为 2012 年的 1.37 倍、4.82

倍、2.88 倍。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

批建设，使河南国家级高新区总数达到 7 家，

还有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农机

装备创新中心、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等“国

字号”平台相继落地，使河南国家级创新平台

总数达到172家，为2012年的1.91倍。

发展成果惠及百姓

经济总量持续提升仍然是发展成就最有

力的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先后迈上3

万亿元、4万亿元、5万亿元三大台阶，2020年

达到5.5万亿元、连续17年稳居全国第5位；三

次产业结构由2012年的12.1∶54.1∶33.8 调整

为 2020 年的 9.7∶41.6∶48.7，服务业对经济

增长贡献率达 56.1%，成为经济增长的主

动力。

来之不易的成果，凝聚着全省人民的心

血，更要在惠及民生上下足功夫。在《河南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主要目标指标上，民

生福祉类占比达三分之一，是河南历次五年

规划中最高的，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医疗、养

老托育等各民生领域。

在重点任务举措上，更加注重解决老百

姓关切的急难愁盼问题，着力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其中，针对就业结构性矛盾等问题，河南

明确建立常态化援企稳岗帮扶机制、加强重

点群体就业创业帮扶、强化终身技能培训、提

升公共就业服务等举措，争取“十四五”新增

城镇就业500万人以上。

为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河南还围绕“一老一小”发展普惠型养老和

托育服务，加快布局建设社区养老和婴幼儿

照护服务设施。建立健全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等的转移接续、省级统筹和待

遇调整机制。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政策，

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群全覆盖，做到“应保

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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