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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保障改善民生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坚持以民生凝聚民心，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
问题，全年财政民生支出 7126 亿元，12 项重点民生实事
落地见效。

着力扩大社会就业。抓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做好“僵尸企业”处置和过剩产能化解中的职工安置、困
难行业企业稳岗就业工作，深入推进返乡创业国家级试点，
承办“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城镇新增就业 139万人，新
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6万人，返乡下乡创业新增23万人、
带动就业223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3.02%，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8.5%左右。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省级调剂
制度，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实现跨省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县级全覆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年人均分别提高 1627元和 1584元，城
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年人均提高 216元，城乡低保、
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持续提高。

积极发展社会事业。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新建改扩建幼
儿园 1442所，新增城镇义务教育学位 78.94万个，新建改扩
建农村寄宿制学校 903所，完成 7146所贫困地区薄弱中小
学校办学条件改善任务，五年“全面改薄”目标顺利实现。校
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初见成效。高中阶段教育加快普及，中
职学校布局调整任务圆满完成。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双一
流”建设启动实施，全省新增博士学位授权点 38个。分级诊
疗制度逐步完善，基层诊疗能力持续提升，心血管、儿童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影响力增强。艺术创作成果丰硕，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加快建设，严厉打击盗掘破坏殷墟文物等行为，
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持续加大。成功举办省第十三届运动会，
全民健身蓬勃开展。

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
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和暴力恐怖活动，深化“一村（格）一警”工
作，加强困难群体法律援助，群众安全感不断上升。严格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治理，安全
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推进食品安全省建设，食品药品安全监
管继续加强。农民工工资“治欠保支”力度持续加大。

加强国防教育和国防后备力量及人民防空建设，支持军
队改革发展，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驻豫解放军、武警部
队、预备役人员、民兵为地方发展作出新贡献，双拥工作持续
深化。民族宗教工作创新推进。妇女儿童、残疾人、红十字、
慈善等事业健康发展。外事、侨务、港澳、对台、统计、参事、
史志、文史、地质、气象、测绘、地震、社科研究、援疆等工作取
得新成绩。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绩

1月16日上午，省十三届
人大二次会议开幕。省长
陈润儿作政府工作报告，
回顾了我省 2018 年主要
工作——

过去的一年，面对严
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和
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
务，在省委领导下，全省上
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
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
高质量发展为根本方向，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深入开展三大攻坚
战，统筹推进“四个着
力”，持续打好“四张
牌”，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保持了“稳、
进、好”态势，实现
了“三个同步”“三
个高于”目标，高
质量发展取得新成绩，中原
更出彩迈出新步伐。

瞄准高质量发展主攻方向，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着力提升供给质量效率。全年财
政总收入 5875.8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3763.9亿元、增长 10.5%，其中税收占
70.6%，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

推进供给结构改革。持续压减低端
和无效供给，在前两年化解过剩产能基
础上，又化解煤炭产能 825万吨、钢铁产
能 157万吨，淘汰落后煤电机组107.7万
千瓦，压减电解铝低效产能 35万吨。加
大国有企业去杠杆力度，新落地市场化
债转股 183 亿元，省管工业企业资产负
债率下降 1.3 个百分点。加快壮大新产
业、发展新业态、培育新模式，新能源汽
车、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 70.4%、
37.8%，网络零售额和快递业务收入均增
长30%以上。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着眼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目标，持续
实施转型攻坚，以装备制造、新型材料、
能源化工、绿色食品、电子信息、建筑装

配、现代物流、文化旅游、健康养老、高效
种养、烟草、酒业等 12个重点产业为突
破口，大力推进制造业绿色、智能、技术
三大改造，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 28家，
培育建设智能工厂（车间）150 家，工业
技改投资增长 21.5%，工业五大主导产
业、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分别增长 7.7%、12.3%和 12.2%。社
会物流总额增长 9%，旅游总收入增长
20.3%，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
到44%。

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开展质量提升
和对标达标专项行动，大力推进创新制
造、精品制造、品牌制造，精深加工产品
和终端产品占比继续提高，省级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合格率达 96.8%。推进内贸
流通体制改革，启动物流标准化示范建
设 ，全 省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产 销 率 达 到
98.7%。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产业
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科技金
融、绿色金融，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增长
14.6%。

坚持把打好三大攻坚战作为破解瓶
颈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硬任务，系
统谋划，统筹安排，强力推动，实现良好
开局。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建立完善信贷
风险补偿机制，帮助企业化解股权质押
平仓风险，发挥债权人委员会作用，妥善
处置企业债券刚性兑付和担保连带风
险。去杠杆、治乱象、抓规范、强监管，有
效防范金融风险。在全国率先逐县逐项
开展政府隐性债务摸底审计调查，科学
制定实施意见，采取“八个一批”方式积
极稳妥有序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
控。切实防控非洲猪瘟，有效阻断重大
动物疫病扩散蔓延。

扎实开展精准脱贫。坚持精准方
略，科学制定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
组织开展“四场硬仗”“六大行动”和“四
项工程”，把握攻坚重点，扎实有效推
进。聚焦深度贫困县村、特殊贫困群体、
重点贫困县区，强化对口帮扶，加大政策
支持，改善发展条件，提高脱贫质量。贫
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 1.6个百分点左右。易地扶
贫搬迁提前完成“十三五”安置点住房建
设任务，改造农村危房 18.58万户，贫困
县、贫困村电网脱贫改造任务提前全面
完成，全年又有121.7万农村贫困人口脱
贫，33个贫困县有望摘帽。黄河滩
区居民迁建第二批试点 3.8 万人即
将喜迁新居。

大力推进污染防治。召
开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积极实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
年行动计划，把大气
污染防治作为重中之
重抓住不放，实行科
学治污、依法治污、全
民治污，强化“六
控 ”推 进 源 头 预

防、调整“四个结构”加强综合治理、精准
发力实施重点管控、完善制度建立长效
机制，完成“电代煤”“气代煤”112.4 万
户，PM2.5、PM10 平均浓度分别下降
1.6%、2.8%。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
开展河道采砂综合治理。实施水资
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四水同
治”，启动十项重大水利工程，受到
国务院通报表扬。开展土壤污染
治理与修复试点，土壤环境质
量总体保持稳定。围绕“五
年增绿山川平原，十年建成
森林河南”目标，按照“三
增四转五统六化”总
体要求，推进生态建
设，完成造林260万
亩 ，森 林 抚 育 改
造 450万亩，超
额完成年度
任务。

加快推进城乡建设 促进城乡共同发展

统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城市转型发展，城乡发展更趋
协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制定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意
见、规划和专项行动计划。围绕农业强，调结构、提质量、增
动力，加快推进农业“四优四化”。粮食生产再获丰收，优质
专用小麦、优质花生、优质草畜、优质林果规模继续扩大。基
本完成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
展顺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到28万家。开展“大棚房”专
项清理整治。围绕农村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抓好人居环
境整治，搞好村庄环境美化。新改造农村户用卫生厕所 200
万户，新建标准化村卫生室 1371 个、综合文化中心 17672
个，新增农村敬老院床位 2.76万张。围绕农民富，提高农民
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增强农民保障能力，实现20户
以上自然村 4G网络全覆盖，新改建农村公路 1万多公里，新
安、兰考等 6县获评“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预计全省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7%，高于城镇0.9个百分点。

推进百城建设提质。以文明理念为引领，以人民群众为
中心，以品质提升为重点，持续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和文明城
市创建。承载能力不断增强，新建改造城市道路 1352公里、
燃气管网 5800 公里、热力管网 397公里、电力线路 3453 公
里。人居环境不断优化，棚改安置房开工66.33万套、基本建
成 38.42万套，完成城市和县城黑臭水体治理 78处，新改建
城市公厕 3268座，新建游园 351处。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加
大政务、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办事
难、就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一大批民生难题逐步得到解
决。文明形象不断提升，又有22个市县入选全国文明城市提
名城市，文明城市数量居全国第四位，文明城市创建覆盖面
达到 81.3%。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成为居者心怡、来者心悦
的宜居之城。

加快中原城市群发展。完成郑州大都市区空间规划编
制，明确“一核四轴三带多点”空间格局。支持郑州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新能源及网联汽车基地等重大产业工程、贾鲁河
综合治理等重大生态项目全面实施，郑州市生产总值有望超
过1万亿元。推动开封、新乡、焦作、许昌与郑州深度融合，郑
开双创走廊、开港、许港等重点产业带建设全面推进，以轨道
交通和城际快速路网为主体的大都市区通勤圈加快构建。
支持洛阳建设副中心城市，洛炼扩能改造、格力智能装备等
一批现代产业项目加快建设，伊洛瀍涧四河同治成效显著，
城市水系、路网、绿廊加快形成。因城施策，分类指导，房地
产市场运行总体平稳。预计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1.7%，
提高1.54个百分点。

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全省经济平稳运行、稳
中向好。预计生产总值突破4.8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7.5%左右。

积极扩大有效需求。加大重点领域
投资力度，“三山一滩”贫困地区高速公
路和郑万、郑阜、太焦、郑济、商合杭高铁
建设顺利推进，宿鸭湖水库清淤扩容、卫
河共渠治理、青电入豫等重点工程开工
建设；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全面推进，实施
项目 8893个、投资 6150亿元；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 8%左右。鼓励社会力
量进入教育、文化、医疗、康养等领域，着
力满足新的消费需求，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 10.2%左右。积极改善出口服
务，引导企业开拓市场，出口总额增长
13.6%左右。

培育壮大实体经济。推动资源要素
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
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主动帮

助实体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减轻企
业负担，全年减免企业税收 480亿元左
右，降低用能等各种成本222.5亿元。打
破民营企业发展壁垒，消除对非公经济
歧视，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持续改善营商
环境，激发实体经济活力。全年新设立
企业 34.3万户、增长 14.9%，实有市场主
体590.6万户、稳居中部首位。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左右，主营业务
收入超过百亿元的企业达到38家。

强化生产要素保障。帮助企业搭建
融资对接平台，发挥三级担保体系作用，
扩大周转还贷资金规模，探索供应链融
资，促进企业从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
多渠道融资，融资总额超过 9000亿元。
举办首届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延揽
了一批急需紧缺人才，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 337万人次。采取用好增量、盘活存
量、加大流量措施，重点工程建设和企业
生产用地需求得到有效保障。

推进结构优化升级 发展质量效益提高

大力推进三大攻坚 努力补齐发展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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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开放创新
不断增强发展活力

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
发市场活力，增强微观主体动力。

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攻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
采用清算注销、兼并重组、改制转让、盘活
脱困、依法破产等方式，处置“僵尸企业”

1124家；深入推进产权结构、组织结构、治理
结构改革，盘活了闲置低效资产，增添了企业
发展活力，优化了国有资本布局，完善了现代

企业制度，得到中央领导充分肯定。深化政府
“放管服”改革，“一网通办”前提下“最多跑一

次”改革全面提速，省市县审批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
均达到 90%以上。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推广投资
项目告知承诺、容缺办理、多评合一等模式，投资项

目审批事项由113项精简到59项。省级机构改革基本完
成，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得到优化，市县机构改革有序启
动。财税、金融、土地、环保、医疗、教育、文化、综合执法等领
域改革稳步推进。

不断提升开放水平。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政务、
监管、金融、法律、多式联运五大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口岸功能不断
提升，开放平台进一步完善。持续推动空中、陆上、网上、海上丝绸
之路“四路”协同，开放通道进一步畅通。大幅压缩外商投资备案手

续办理时间和进出口贸易整体通关时间，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
能，落实出口退税政策，开放环境进一步优化。开放型经济发展呈现较好
势头，郑州机场旅客吞吐量 2733万人次、增长 12.5%，货邮吞吐量 51.5万

吨，跨境电商交易额增长 25%左右，预计全省进出口总值 5500亿元，实际吸收
外资179亿美元，引进省外资金9647亿元。
强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管理体制和人事薪酬制

度改革，发挥国家创新平台辐射带动效应。聚焦“四个一批”汇聚创新资源，推进“四
个融合”开展协同创新，实施“十百千”转型升级创新专项，提升科
技创新能力。16项成果荣获国家科技奖励。全国首个生物育种

产业创新中心落户河南，新增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1000家。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增长17.2%，技术合同成交额149.7亿元、实现倍增。开工建设
青年人才公寓5.14万套。航空港双创示范基地受到国务院督查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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