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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全会和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讯（记者卢 松）12月 26
日，省农业厅召开党组会议，传达
学习贯彻省委九届八次全会、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
落实意见。

会议提出，各级农业部门要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央和省委
会议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省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
上来，统一到省委对明年经济工
作的决策部署上来。

会议强调，各级农业部门要认

真学习、深刻理解省委关于“三农”
工作的部署要求，科学谋划明年农
业农村经济发展重点任务。围绕

“粮食生产、现代农业建设、城乡一
体化发展”等战略任务，依靠深化农
村改革、科技创新驱动和法制保障，
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
农业结构调整，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当前，各级农业部门要进一
步领会会议精神实质，有序推进
各项工作。要以信息化为引领，
把培育“一个主体”、实施“三大工

程”、完善“五大体系”作为重点工
作，巩固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好的
形势。扎实抓好今冬明春农业生
产，加强小麦冬季田间管理；抓好
蔬菜、水果、畜产品、水产品等“菜
篮子”生产供应和产销衔接，保障
元 旦 、春 节 农 产 品 市 场 有 效 供
给。继续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执
法整治力度，让老百姓吃上放心
农产品。及早谋划好春耕备播工
作，为夺取明年粮食好收成打下
坚实基础。③7

本报讯 （记者尹江勇）12 月
26 日，省科技厅党组迅速召开会
议，传达学习省委九届八次全会
精神，积极部署科技创新重点工
作。

省科技厅党组书记黄布毅表
示，省委九届八次全会明确指出
要构建现代创新体系，强化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推动重点领域创
新，丰富完善创新载体平台，推
进开放式创新，完善激励创新的
体制机制，推动创新能力整体跃

升，努力实现由要素驱动为主向
创新驱动为主转变。全厅上下
要通过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统一
思想、指导实践，主动适应经济
发展新常态，狠抓科技创新工作
重点任务的落实。要按照全会
精神要求，坚持问题导向、需求
导向，认真研究制定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的意见，不断深化科技计划管理
改革，加强省级科研项目和资金
的管理；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

链，按照重大科技创新专题，组
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着力推动
重点领域创新，大力提升产业技
术创新能力；要抓好主体、平台、
载体、专项、机制、人才等关键环
节，加快推动国家技术转移郑州
中心建设、中原城市群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创建、国家中原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区建设等重点工
作；要积极推进开放式创新，提
升吸纳利用外部创新资源的能
力。③6

省科技厅

适应发展新常态 狠抓科技创新

省农业厅

适应新常态 开拓农业发展新局面

行进中国 精彩故事
见证出彩河南之 篇发展

12 月 29 日上午 11 时许，在郑
州通航试验区内，一架红白相间的
小飞机，开启了我省通用航空发展

“大时代”的序幕。揭开头盖、驶出
总装车间、试飞表演……河南啸鹰
航空产业的美国穆尼飞机“郑州 1
号”正式下线，飞机制造、通航产业
有望成为河南“新名片”。

小飞机引来大订单
首发仪式上，河南啸鹰航空与

来自国内的四家企业和一位个人
共签订了 17 架飞机购买订单，加
上此次意向订购，在美国和中国的
订单数量已经超过了 100 架。因

为看到了“河南即将成为国内开放
低空领域的试点区域”这一有利条
件，北京奥伦达部落通用航空有限
公司一次性购买 10架穆尼 M20TN
飞机，主要用于与河南啸鹰航空共
同合作运营即将开通的河南上街
至北京八达岭的通航航线。

楚帅是我省首位以个人名义购
买通航飞机的青年企业家。“我从
小就喜欢军事和飞行，一直是穆尼
飞机的发烧友，此次获知美国穆尼
飞机被河南美景集团收购并进入
中国，便第一时间与河南啸鹰航空
有限公司取得了联系。”随着低空
试点及低空领域的逐步开放，通航
飞机从遥不可及开始慢慢进入到人
们的生活之中。“经济发展所蕴藏的

巨大通航需求正在被悄然撬动。”

飞机制造未来将为
“河南代言”

自 15个月前美景集团收购美
国穆尼飞机公司之后，以旗下通航
板块投资为依托，除了在上街郑州
通航试验区建立总装试飞项目外，
还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投资建设穆尼飞机零部件生产项
目。同时，以通用飞机整机制造企
业为龙头，发挥上街区域低空经
济，科学发展试验区空域优势、真
正实现高端制造业升级转型，建立
完整的航空产业链。

“‘郑州 1 号’的下线，将引领
郑州通航试验区加入国际级明星

阵容，形成通航全产业链，有力带
动相关产业和就业的迅速增长，为
郑州市通航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郑州通航试验区有关负责
人说，目前，试验区航空培训、应急
救援、航空运动等其他运营业务也
正在积极开展中。通航试验区正
通过申报国家级试点、举办航空展
会等形式，不断扩大影响力。

航空经济成发展新热潮
随着低空空域管理改革逐步

推进，我国已经成为全球通用航空
最大的新兴市场。据国家民航局
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 9 月，中国
通用航空企业总数 226家，筹建单
位 201 家。郑州航空港区也正在

积极推进与中航工业、巴西航空工
业等国内外航空工业龙头企业的
战略合作。而郑州通航试验区利
用资源与区位优势，已经成为航空
港区的专业园区。

“随着一系列通航发展利好政
策的发布，通航产业必将成为我
省经济增长的又一助推剂。”省民
航办负责人认为，航空经济带来
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集
聚发展，正在促进中原经济产业
结构的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高水平地承接国内产业转移，加
速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产业分工体
系，全方位地扩大开放途径，打造
中原经济区乃至内陆地区的开放
新高地。③11

放弃舒适的都市生活，告别媒体的光鲜工作，主动扎
根农村当起“羊倌儿”，曾兆军的选择多少有些不可思议。

“落后和欠缺的背后，往往意味着重大机遇。”12
月 28日，由采访者变为被采访者的曾兆军告诉记者。

打开河南“畜牧大省版图”，北有“大用”鸡，南有
“双汇”猪，中间是“伊赛”、“邦杰”牛。五谷丰登、六畜
兴旺的中原，缘何独少一个“羊品牌”？

“这与羊的习性有关。”曾兆军说，所谓“跑羊卧
猪”，逐草而生的羊每天至少需要 2至 6个小时的运动
时间，不宜圈养；没有辽阔的草原，规模化放养肉羊望
尘莫及，缺乏“羊品牌”顺理成章。

凭借多年在媒体圈历练出的敏锐“新闻眼”，曾兆
军竟从“顺理成章”中捕捉到突破藩篱的“好时机”——

有需求。呵护草原生态，肉羊饲养正从牧区向农
区转移，伴随膳食结构调整的节奏，羊肉价格一路走
高。有天时。相对饲料喂养的猪和禽，牛羊不与人争
粮，契合正倡导的“节粮型”畜牧。有地利。农业大省
源源不断的农作物秸秆亟待处理，正对了“羊胃口”。

“关键时刻，我们又找到了湖羊，一种适合全舍饲
的羊，相当于找到了做大做强河南‘羊品牌’的‘金钥
匙’。”曾兆军说，他迅速筹集资金，踏入中原工厂化规
模饲养肉羊的征程。两年来，移居中原的湖羊种羊“家
族”，已由 800只扩大至 5000只。

据了解，这种产自太湖流域的湖羊，经过 800多年
自然进化，形成了独有的全舍饲特点，肉质好，净肉率
高，名列国家重点保护的 78个畜禽品种之一。

当天，此起彼伏的“咩咩”声中，记者走进曾兆军位
于正阳县慎水乡的“羊世界”——万头湖羊育种基地。

园林式养殖场花木成行，一排排蓝顶白墙的羊舍中，
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雪白的湖羊身上，明亮清爽。羊舍
内铺设了一种叫“羊床”的特制地板，排泄物不留痕迹地
直接进入下层粪道，随时被自动清粪器清出羊舍。

正是午餐时间，湖羊在食用着花生秧“配方大餐”。
口渴了，只需触碰窗下的自动饮水器，清水汩汩涌出。

“我的目标是通过湖羊饲养‘百千万’工程，实现湖
羊饲养正阳全覆盖和秸秆全利用，最终建成全国优质肉羊生产加工核心
区。”按曾兆军的规划，以在建的省级万头湖羊育种场为核心，到 2020年，在
全县乡镇建立 20个扩繁场，行政村建立 500个育肥场，达到年出栏商品羊
100万只、年消耗农作物秸秆 100万吨，形成以秸秆饲料化加工、羊粪有机
肥加工和肉羊屠宰加工的湖羊饲养全产业链集群，造就 500个千万富翁。

从普通媒体人到“百万羊倌”，有人质疑，“无中生有”的规划会不会成
为“空中楼阁”？媒体工作经历让曾兆军习惯“用事实说话”。

环境倒逼，“吃”有保障。正阳 170万亩耕地年产农作物秸秆约 130万
吨，秸秆禁烧压力很大。村村设置育肥场可实现秸秆就地消化，羊解决了

“温饱”，秸秆有了“归宿”。
循环农业是又一有力支撑。羊吃秸秆，羊粪加工成有机肥，秸秆通过

湖羊“过腹还田”，畜禽排泄物“零污染”，又修复了土壤质量“利生态”。
政策扶持，“钱”也很给力。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正当时，秸秆还田利用示

范、肉羊饲养试点县等先行先试的改革“红利”，缓解了创业者的资金压力。
从媒体人到职业农场主，未来的路上，曾兆军成为执着追求“金羊毛”的

人。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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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杜 君

美国穆尼飞机“郑州 1号”下线首发

飞机制造成河南“新名片”
□本报记者 董 娉

本报讯 （记者王晓欣）“践行
价值观，放歌文明河南”群众歌咏
展演，12月29日在河南艺术中心大
剧院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和省直的
12支合唱团在这里放歌。这既是一
场合唱艺术的展示和比赛，又是一
场精神文明的传播。省委常委、宣
传部长赵素萍等省领导观看展演，
并向展演活动的优秀队和现场评出
的优胜队颁奖。

今年，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
省文化厅和省文联等四部门联合在

全省组织开展了“践行价值观，放歌
文明河南”群众歌咏活动。这项活
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和积
极参与，全省共征集歌曲 619首，评
出推荐歌曲 120首，这些歌曲在中
原大地广为传唱。

本次展演集中展示了各地群众
在歌咏活动中的风采，更好地发挥
了群众歌咏活动以文化人的作用，
在全省形成了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文明河南
建设的良好文化氛围。③12

践行价值观 放歌文明河南

我省举办群众歌咏展演

又到年底述职时。如何通过述
职切实改作风、促工作？漯河市推
出的在我省尚属首创的微博述职，
值得政府部门学习和借鉴。

为做好今年的涉企涉民科室评
议工作，提高评议的公正性和社会
知情度，12 月 4 日到 6 日，漯河市纪
委监察局邀请全市 46 个单位、119
个涉企涉民参评科室（单位）负责
人，走进@清风漯河直播间，围绕科
室职能、工作成效等内容进行述
职。当天，11 个单位、32 个涉企涉
民科室（单位）负责人参加完述职活
动后，市纪委监察局新浪官方微博
@清风漯河关于述职话题的阅读量
已经超过 100万，评论近 2000条（见

《河南日报》12月 9日）。
向群众述职，请群众评议，对一

些地方和政府部门而言，已经是常态
化行为，年底岁末他们便用开会述
职、电视述职等公开方式，请群众给
自己一年的工作情况评判打分。这
种“行不行，群众评”的开门述职，因
为做到了政务公开，充分反映了民
意，所以受到群众的好评与欢迎，有
力地促进了工作开展和职能转变。

可惜这样的开门述职，并未在

政府部门普遍化。很多职能部门的
述职，仍停留在领导读给职工听的
内部传达阶段，不少述职内容仍是
成绩与不足“艺术性”兼顾的自说自
话。由于缺乏群众的评价，述职很
难反映民意，导致对不足的整改与
实际脱节，于是年年述职年年述，问
题还是老调子。更有甚者，有的述
职报告除了对时间加以更新，内容
几乎是从前的复制与粘贴。做不到
开门述职的原因，“民意收集费事费
时费力”是不约而同的理由。

只有听取最广泛的民意，及时公
开政务信息，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才能
察实情、接地气、出实招、有实效，才
能顺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漯河
的微博述职，证明上述某些人的说
辞，纯属懒政借口——在电子政务、
官方微博和微信已经普及运用的今
天，政务公开和收集民意只是轻点鼠
标的弹指事。退一步讲，即便民意收
集“费事费时费力”，若始终“以百姓
心为心”，何难可有、何难可畏？⑧3

□丁新伟

微博述职助推政务公开

今日社评 ◀

Editorial

12月29日，长葛市大周镇后吴村举行“好媳妇”、“好公婆”表彰活动。评选出的25名孝敬公婆的“好媳妇”、
20名治家有方的“好公婆”，受到了隆重表彰。图为评委对“好媳妇”家中老人的被子进行打分。⑤3 牛 原 摄

（上接第一版）有利于更好实现人
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有利于增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

会议强调，加强协商民主建设，
要继续重点加强政党协商、政府协
商、政协协商，积极开展人大协商、
基层协商、人民团体协商，逐步探索
社会组织协商。要坚持党的领导，
通过推进协商民主改善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
位。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把住大
方向，稳扎稳打，有组织地开展，有
步骤地实施，有计划地进行。各地
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学习贯彻意见
精神，加强工作指导、督促检查，确
保协商民主建设沿着正确方向进
行、真正取得实效。

会议指出，群团事业是党的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群团工作
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经常性、基础
性工作，是党广泛组织和动员广大
人民群众为完成中心任务而奋斗
的重要法宝。新形势下党的群团
工作更为重要和紧迫，只能加强、
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

滞不前。必须更好发挥群团组织
作用，把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党的周围，汇聚起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

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把群
团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团结服务所
联系群众、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高
度统一起来，充分发挥群团组织联
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最广
泛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
团结起来，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高度
重视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
加强对群团工作的领导，牢牢把握
政治方向，给予有力支持保障，不断
开创党的群团工作新局面。群团组
织要奋发有为，勇于以改革创新增
活力、促发展，带头贯彻党的群众路
线，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
维护和发展群众利益，把党的决策
部署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引领广
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

（上接第一版）“河南制造”已从原
来的低端粗笨重，变成有高端附加
值的“白富美”。河南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进出
口的货物中既有传统轻工业产品、
新兴电子产品，还有动车组件、汽
车配件等科技含量高的装备制造
业产品。

现在，38 家少林文化中心在
13 个国家落户，中原文化的影响
力大幅提升。随着物流、金融、旅
游等全方位开放，长期生活在中原

腹地农区的河南人，思想观念也在
经历根本性转变。

支点夯实，中原大地正奋力撬
动崛起的杠杆。“河南正处在承接
产业转移的黄金机遇期，同时，对
外开放也面临区域竞争加剧等诸
多挑战，要适应形势变化，进一步
提高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
的自觉性，努力把河南的对外开放
工作提升到新的水平。”河南省省
长谢伏瞻说。（原载于 2014年 12
月29日《人民日报》）

河南：夯实开放支点 力挺中原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