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2

2021 年 1 月 14 日

民生
要点

星期四

河南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召开

会期缩至 3 天半 全程闭环管理
百姓有期盼，政府有回应。河南即将正式进入备受瞩目的“两会时间”
。
1 月 13 日上午，河南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召开，省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主
任王克俊做有关情况的通报，公布了本次会议召开时间、日程安排及大会特点。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将于 2021 年 1 月 17 日至 20 日在郑州召
开。目前，
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肖萌

正式会期 3 天半，
全程闭环管理
大会定于 1 月 15 日报到，17
日上午举行开幕会，20 日上午举
行闭幕会，正式会期 3 天半，全程
闭环管理，共有八项议程：
1.听取和审议政协河南省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2.听取和审议政协河南省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二届三
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3.列席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并讨论
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讨
论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
4.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二届河
南省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5.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二届河

南省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政协
十二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
况报告的决议；
6.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二届河南
省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二
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7.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二届河
南省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政治决议；
8.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今年的“委员通道”活动次数，由往年的 2 次改为 1 次
记者了解到，此次会议出席人
员拟编为 22 个委员小组。委员分
组审议和讨论时，适当安排专题性
的界别联组会议。会议主会场在
省人民会堂，会议住地安排在黄河
迎宾馆、大河锦江饭店、山河宾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疫情防控
等因素的影响，今年的会议与往年
相比有所不同。首先就是缩短了
会期，往年会期为 5~6 天，今年只
有 3 天半。其次，严格控制会议规
模，因新冠疫情影响，住港澳地区
省政协委员不出席本次会议；不安
排人员列席会议，不安排大会听
会、省直有关部门听取委员小组讨
论等。
虽然港澳地区省政协委员无
法前来出席会议，但建言献策的履

职责任丝毫不减。河南省政协更
是充分启用智慧政协会议系统，开
设大会直播专栏，开通掌上提案、
远程协商、委员会客厅、微建议等
17 个子系统，方便港澳地区省政
协委员实时了解会议情况，为大家
履职提供便利。
时间短了，人员少了，但会议
将最大限度保证时间压缩、任务不
减、质量不降。主席会议、常委会
会议、委员小组会议等将充分利用
晚上时间进行。
此外，河南省政协十二届四次
会议仍将举行“委员通道”集中采
访活动，与往年有区别的是，今年
的“委员通道”活动次数由往年的
2 次改为 1 次，时间安排在 1 月 17
日大会开幕前，时长为 40 分钟，共

有 8 位省政协委员走上通道，分享
自己的履职故事。
当前，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依旧
严峻，本次大会，省卫生健康委成
立省两会疫情防控工作组，统筹大
会疫情防控工作，向大会派驻疾控
工作人员，大会秘书处设立疫情防
控组，负责制订大会疫情防控工作
方案，确保大会疫情防控工作。所
有参会委员和工作人员也将采取
闭环式管理。
一年一度的“两会”已经来了，
我们期待这场全省瞩目的会议为
我省“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指路
领航”。东方今报·猛犸新闻也将
通过本次会议宣传报道，传递大家
关注与期盼，反映会议民主气氛，
讲好出彩河南故事。

“米袋子”
“菜篮子”很丰盈
2020年河南粮食总产 1365.16亿斤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
“米袋子”
“菜篮子”连着千家万户。13 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河
南省始终把保障口粮绝对安全和“菜篮子”产品供应作为头等大事抓紧抓好，粮、油、肉、蛋、奶供应充足，2020 年，
全省粮食生产再获丰收，总产、单产均创历史新高，粮食总产 1365.16 亿斤。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朱耒刚

粮食再夺丰收,部分品种实现规模替代进口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马万里介绍，2020 年，全省
总产、单产均创历史新高，粮食总
产 1365.16 亿斤，占全国粮食产量
的 10.19%，从 2017 年开始已连续
4 年超过 1300 亿斤，部分品种实
现规模替代进口。
截至目前，全省规模以上猪场

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已连续 16 个
月正增长，
生猪存栏已恢复至 2017
年年末的 90%以上，在栏在库储备
猪肉 2.1 万吨，全年外调活猪和猪
肉合计折合生猪 1737 万头。
我省蔬菜常年播种面积 2500
万亩左右，总产量保持在 7000 万
吨以上，均位居全国前列。2020

年前三季度蔬菜及食用菌产量
5505.41 万吨，同比增长 3.0%，预
计全年产量高于 2019 年。
2020 年对肉蛋奶菜等农产品
定量检测 10.05 万批次；对生产销
售的蔬菜、水果、畜禽、禽蛋、养殖
水产品等五类食用农产品，全面启
动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

有充分的信心保证全省人民的“菜篮子”
“米袋子”
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
局长刘云介绍，2020 年，全省累计
收 购 粮 食 达 到 600 亿 斤 ，超 额 完
成省定目标。建立完善《河南省
粮食应急预案》，确保每个乡镇、
街道（社区）至少有 1 个应急供应
点；城市人口集中的社区，每 3 万
人至少有 1 个应急供应点，实现粮
食应急供应网点城乡全覆盖。目

前，我省已建成省级应急供应网
点 2152 个 。 当 前 ，我 省 粮 、油 、
肉、蛋、奶供应充足，蔬菜、瓜果品
类丰富，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和足
够的能力来保证全省人民的“菜
篮子”
“米袋子”。
省发改委巡视员姜丽华称，价
格补贴联动机制对缓解物价上涨
影响、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有着

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相关价格补贴联动机制要及时启
动”
“ 要及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提高价格
临时补贴标准”。全省累计发放价
格临时补贴 13.36 亿元，惠及困难
群众 3636.22 万人次，整体发放率
100%，切实做到了“应保尽保、应
发尽发”
。
主编：
王栋梁

“河洛古国”
发现
中国最早“宫殿”
巨型夯土高台上筑建宫宇、双宫并
列、前朝后寝、一门三道……中国最早
“宫殿”
在
“河洛古国”
——郑州双槐树遗
址日前展现庄严。
“中国宫室制度在双槐树遗址形成
了初步的轮廓，这是黄河文化作为中华
文化的主根、主脉、主魂的一个实证，也
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实证。”
中国考
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
郑州市文物考古院院长顾万发介
绍，新发现的宫室建筑位于一处面积达
4300 平方米的大型夯土高台上，高台上
建筑基址密布，全部采用版筑法夯筑而
成，
目前一、二号院落布局揭露的较为清
晰。
一号院位于高台西半部，平面呈长
方形，面积 1300 余平方米，院落南墙外
发现面积近 880 平方米的大型广场，呈
现出
“前朝后寝”
式的宫城布局。二号院
落位于高台东半部，面积 1500 余平方
米，
该院落发现门道三处，
其中一号门在
南墙偏东位置，
门道为
“一门三道”。
“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
‘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了中国宫
室制度的先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何努说。这种布局直接影响
了此后陶寺、二里头、偃师商城等夏商都
城规划。
此前，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宫室建筑
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后来山西
陶寺遗址也发现类似宫室建筑。专家表
示，此次发现将中国宫室制度提前 1000
年左右。
新华社

严打淮河非法采砂
鄂豫皖苏实行联防联控
记者 13 日从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
会获悉，淮委近日组织协调豫鄂三市四
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签署跨界河
段（水域）采砂联合监管协议。至此，淮
河干流鄂豫皖苏省界段采砂联防联控机
制全面建立。
为推进跨界河道采砂规划的实施，
有效打击河南省、湖北省跨界河段（水
域）非法采砂行为，
保障防洪安全和生态
安全，南阳市、信阳市、随州市、桐柏县、
浉河区、平桥区、随县三市四县（区）水行
政主管部门共同签署《河南、湖北淮河等
跨界河段（水域）采砂联合监管协议》，对
建立会商制度、跨界执法和联合执法等
内容做了详细规定。
根据该协议，任何一方在打击非法
采砂行动中，发生非法采砂船舶向另一
方水域逃窜时，非法采砂发生地一方可
越界进入对方水域实施追击查处，并及
时向对方通报情况，对方应予以积极支
持和协作配合。一方发现对方水域采砂
船舶存在非法采砂或非法移动行为时，
应立即对涉嫌非法采砂或非法移动的采
砂船舶采取先行登记、取证等临时处理
措施，通知对方到场并办理移交手续。
对方接到通知后应迅速赶往现场开展执
法，并将查处结果以书面形式向发现方
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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