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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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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耕细作优势领域
主动融入发展大局
——访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办好自己的事，坚持底线思维，要求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如何把河南发展放在国家大局中去考量？经济日报记者
日前就相关话题采访了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要增强忧患意识，坚定必胜信心。河南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如何应对？
王国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征程，河南正处在战略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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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经济工作中，
我们将突出抓好
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稳中求进。突出
“稳”
字，持续完善“六稳”
“ 六保”举措，着
力稳住经济增长、稳住基本民生、稳
住社会大局；扭住“进”字，以更大力
度锻长板补短板、通堵点接断点、增
动能强势能，拓展进的领域、提升进
的层次、巩固进的态势，多措并举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
第二，强化统筹兼顾。统筹做好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对疫

情的不确定性保持高度警醒，
毫不放
松地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
作，严防死守、精准施策，
在常态化疫
情防控中推动经济发展，
协同提升创
新链和产业链、供应链，实施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在
优势领域精耕细作，
加快推动新旧动
能转换。
第三，突出项目带动。工作落
地，要靠项目来支撑。河南今年将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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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积极
谋划前瞻性项目、招引突破性项目，
形成压茬推进、滚动发展的良性循
环。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河南肩负着粮
食安全的重任，将如何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王国生：河南是农业大省、产粮
大省，我们把粮食生产牢牢抓在手
上，在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打
造新时期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
坚决守住耕地红线。在保护耕
地上没有任何退路，必须严防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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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亿亩以上。
持续提高耕地质量。启动实施
新时期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今
年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 750 万亩，到
2025 年建成高标准农田 8000 万亩，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 4000 万亩左
右。
着力提升品质品牌。深入推进

优质粮食工程，推进“三链同构”，积
极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加快推进
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现代农业产业
园、农业产业化集群建设，积极发展
绿色有机农产品，打造更多“豫农名
片”
，持续走好从
“国人粮仓”
到
“国人
厨房”再到
“世人餐桌”
的提质增效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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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进
“科技兴
粮”
“ 人才兴粮”战略，实施现代种业
提升工程，
加快建设国家生物育种产
业创新中心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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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河南作为工业体系较为完备的省份之一，
“十四五”期间，将如
何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支持企业创新？
王国生：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
国之基。河南拥有 41 个工业行业
大类中的 40 个，制造业占规上工业
比重超过 85%，是很多产业循环的
发起点、支撑点、结合点；
同时，
层次
不高、结构不优的问题突出，
环境容
量逼近上限，
高能级产业集群偏少。
我们要谋划实施一批具有突破
性、带动性、抓手性的战略行动，力
争到“十四五”末，培育十个万亿级
产业、十个千亿级新兴产业集群，
努
力在科技创新上走在中西部前列。
把优化产业链和提升创新链协
同起来。大力实施科教资源引聚突
破行动，
着力夯实创新根基，
以创新
驱动赢得发展主动。做强创新“引
擎”
，抢抓国家科技创新重大平台布
局建设的机遇，实施好创新能力建
设重大工程；
做大创新
“主体”，
充分
发挥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作用，组
建体系化、任务型的创新联合体；
做
优创新
“生态”
，推动重点领域项目、
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完善
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机制。

把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结
合起来。以全面推进国家大数据综
合试验区建设为抓手，实施数字产
业集聚发展工程，打造千亿级鲲鹏
计算产业集群，拓展“数字+”
“智
能+”应用领域，争创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数字
经济新高地。
把持续锻长板和加快补短板统
筹起来。在装备制造、
食品制造两个
产业加快跃向万亿级，
一批千亿级制
造业集群不断壮大的基础上，
实施好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
战略性新兴
产业跨越发展工程，
着力打造十个战
略新兴产业链、
壮大六个战略支柱产
业链，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加
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
把做强制造业和壮大服务业融
合起来。加快提升现代金融、研发
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促
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
合，
同时积极发展高品质、多样化的
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建设现代服务
业强省。

记者：
河南在融入新发展格局上有哪些优势，
要采取哪些举措？
王国生：
当前，
河南的区位交通
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二是注重挖掘
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枢纽链接优势、
潜力扩内需。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
人口资源优势正加速转化为人力资
略基点，适应需求迭代升级和供给
本优势、
市场空间优势正加速转化为
结构优化趋向，加快培育完整内需
内需体系优势、
产业基础优势正加速
体系。三是注重项目带动抓投资。
转化为有效供给优势、
农业农村优势
实施基础能力和民生补短板行动，
正加速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人文历
加大优结构、惠民生、增后劲投资力
史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文旅融合优
度 ，锚 定“ 两 新 一 重 ”扩 大 有 效 投
势。这些正在加速转化的优势都是
资。四是注重扩大开放提水平。实
河南融入
“双循环”
的重要支撑。
施高能级开放平台提质行动，提升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场事关 “四路协同”
“ 五区联动”水平，深化
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河南要
航空电子货运试点，健全功能性口
主动融入，着力打造国内大循环的
岸体系，高质量开展招商引资。五
重要支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
是注重龙头牵引优布局。坚持主副
链接。下一步，我们将在以下方面
引领、两圈带动、三区协同、多点支
持续发力。一是注重搞活流通优环
撑，
持续优化中原城市群空间布局，
境。把加快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
加快提升郑州国家中心城市“三中
战略任务，实施综合交通枢纽和现
心一枢纽一门户”和洛阳副中心城
代流通体系建设行动，实施营商环
市
“两中心一基地一枢纽”
功能。
境优化行动，
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
据经济日报

河南这些重点民生实事，
交出“硬核”答卷
2020 年“两癌”免费筛查 287.9 万人，
27649 名残疾儿童接受康复服务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慕嘉烜 付雨涵
1 月 12 日 ，省 政 府 新 闻 办 召 开
“2020 年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
系列
新闻发布会。据介绍，
2020年河南免费
“两癌两筛”
、
继续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两项重点民生实事均超额完成任务。
据介绍，2020 年，省委省政府将
“继续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列为河

南省重点民生实事，为不少于 1.8 万
名具有河南省户籍或居住证的视力、
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
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省残联作
为主要责任单位，会同各相关责任单
位，圆满完成了目标任务。截至 2020
年年底，全省 27649 名残疾儿童接受
康 复 服 务 ，完 成 年 度 目 标 任 务 的
149%，17 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10

个省直管县（市）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
我省确定的
“到2020年基本实现
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的目标如期实现。
我省连续第 4 年将提高妇女儿童
健康保障水平列入重点民生实事。据
介绍，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省
完成宫颈癌免费筛查 142.22 万人，乳
腺癌免费筛查 145.69 万人，超额完成
年度目标。全省完成免费产前超声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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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61.33 万例、免费血清学筛查 64.64
万例，孕产妇早中期产前筛查覆盖率
为 65.22%，超出目标要求 10.22 个百
分点；新生儿“两病”筛查 97.87 万例，
筛查率为 98.75%，超出目标要求 8.75
个百分点;新生儿听力筛查 96.10 万
例,筛查率为 96.95%，超出目标要求
6.95 个百分点。全省各省辖市、省直
管县（市）均已超额完成省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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