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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报告解读

今年力争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50 万户
1 月 18 日，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书面听取了关于河南省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2020 年，全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抗击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运行稳定恢复，
“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2021 年，全省将统筹
推进 9 个方面重点工作。 郑报全媒体记者 侯爱敏

2020

52 个贫困村
脱贫任务如期完成
大年初一启动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应急响
应，仅用 1 个月左右时间成功
阻 断 疫 情 扩 散 蔓 延 ，全 省
1273 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
1251例，
治愈率达到98.3%。
树牢“一盘棋”意识，先后派
出 15 批共计 1281 人的援鄂
医疗卫生队。坚持常态化疫
情防控毫不放松。自 2020 年
3 月 28 日以来，全省无新增
本土病例。
发展新动能不断增强
出台实施支持中小微企
业发展 20 条、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 22 条等
一系列举措。1789.4 亿元
中央直达资金全部分配下达
市县基层。
三大攻坚战成效显著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
就。全省剩余 35.7 万贫困
人口、52 个贫困村的脱贫任
务如期完成。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
善。全年全省 PM2.5、PM10
浓度同比分别下降 11.9%、
13.5%，优良天数同比增加
52 天、增幅居全国第一。
国家战略举措有效落地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战略开创新局面。
实施黄河流域“百千万”试点
工程，完成沿黄生态廊道建
设 120 公里、
造林 7 万余亩。
民生保障持续加强
累 计 向 3.57 万 户 企 业
发放稳岗返还资金 64.24 亿
元，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344
万人次，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22.6 万人。全年民生支出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
到 76.6% 。 全 省 基 本 医 疗
保险参保率 96%以上，社会
保障卡持卡人数突破 1 亿人。

2021

九大任务关乎你我
任务一 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力争全年重大项目建设完成投资2万亿元。突出抓好
“两新一重”
项
目建设，
新建 5G 基站 5 万个，
建设 100 个示范类集中式公用快速充换电
站。力争全年完成老旧小区改造50万户，
新开工棚改安置房10万套。
任务二 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围绕打造 6 个战略支柱产业链，实施延链补
链强链行动。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任务三 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和效率
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在光通信、诊断检测、高端轴承等优势领域
创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实施“中原英才计划”，大力
引进海内外高端人才。
任务四 加大重点领域改革力度
深化“放管服”改革。更大范围实现“一网通办”和“最多跑一次”，
推广电子认证、
“ 快递＋政务服务”，确保不见面审批占比达到 90%。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任务五 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
强化两大都市圈引领作用。编制实施郑州都市圈产业、公共服
务、市域铁路等专项规划和郑开同城化发展规划、郑焦一体化发展规
划，探索设立郑开同城化示范区和平原示范区、武陟、长葛等特别合作
区。实施洛阳都市圈发展规划。
任务六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强种质资源和耕地保护利用。新建高标准农田 750 万亩，粮食
产量稳定在 1300 亿斤以上。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新建乡村康养
基地 40 个以上、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 20 个以上。
任务七 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提升开放载体功能。强化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开放枢纽优势，
做大做
强本土基地货航公司，
力争建成郑州机场北货运区工程，
推进智能终端
（手机）产业园、
临空生物医药园、
东航物流郑州生鲜港等项目建设。
任务八 突出黄河流域保护治理
协同推进黄河流域保护治理。按照中游“治山”、下游“治滩”、受
水区“织网”的丝路，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修复，完成黄河干
支流生态廊道造林 3.66 万亩。
任务九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稳定和促进就业。全年完成职业技能培训 300 万人次、培养高技
能人才 15 万人。大力发展卫生健康事业。实施健康中原行动，
推进15
个省医学中心和 60 个省区域医疗中
心建设，新增 20 所县级综合医院，8
所县级中医院达到三级医院水平，
推
动600 所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服务能力达到国家基本标准。
提升教育发展水平。为农村学校招
聘 1.5 万名特岗教师，持续支持郑州
大学、
河南大学
“双一流”
建设。保护
传承弘扬优秀文化。提高社会保障
水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财政报告解读

去年全省财政支出
超七成用于民生
1 月 18 日，省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书面听取了
关于河南省 2020 年预算执行
情况和 2021 年预算草案的报
告。就 2020 年钱花在了哪儿、
2021 年的钱将如何花，报告回
答得清楚明白。
郑报全媒体记者 侯爱敏

2020 年
钱花在了这些地方
支持打好打赢三大攻坚
战。统筹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 192.9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26%。全省生态环保支出 386 亿
元，重点支持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保卫战。
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在财
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2020 年全
省民生支出合计 7957.6 亿元，占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到
76.6%。其中，
省重点民生实事投
入708.5亿元，
全力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21 年
钱要重点花在这些方面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把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
向，省级安排资金 48.3 亿元，支
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培
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
代服务业。
支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省 级 安 排 资 金 31.4 亿 元 ，支 持
中西部创新高地建设，打造创
新驱动发展引擎，支持人才强
省建设。
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省级
安排资金 150 亿元，助力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
强省。
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为重点
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省级共安排
53.1 亿元，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
推动生态河南建设。
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省
级安排资金 892.3 亿元，继续办
好重点民生实事，加强基本民生
保障。其中，推进教育改革方
面，安排资金 282 亿元，提升就
业和社会保障水平方面，安排资
金 425.1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