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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2785.2亿斤

2016年河南夏粮总产量

达695.36亿斤

比去年夏粮总产量

702.36亿斤

2016年全国夏粮总产量

少了7亿斤 减产约1%

比去年减产32.42亿斤

减少1.2％

制图/单莉伟

走近河南制造““隐形冠军隐形冠军””

导
读连续10年稳居全国第二

我省食品产业总值首破万亿

02│要闻

全装修住宅如何让人“全称心”
03│要闻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7 月 12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今年我省
夏粮产量出炉，总产量达 695.36 亿
斤，比去年夏粮总产量702.36亿斤少
了 7亿斤，减产约 1%。夏粮产量虽
略有减少，但仍处于历史第二高位，
属于丰收年。

数据显示，今年我省夏粮平均亩
产量达 422.02公斤，比去年的 429.4
公斤减少7.38公斤。

2016年夏粮减产主要是因为单
产下降。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小麦专
家郭天财分析，今年小麦减产，主要
有以下原因：

小麦生长前期农业气象条件总
体较上年差。去年麦播时间比常年
偏晚 3 到 5 天，后期又遭遇强降温
降雪，导致小麦个体生长发育较弱，
分蘖偏少，亩穗数均有不同程度的
减少。

在小麦抽穗扬花和灌浆期，我省
有效光照不足，赤霉病较常年偏重发
生，小麦灌浆受到影响。在小麦收获
期，我省遭受强降雨，影响小麦产量
形成，小麦品相下降。5-6月份，我
省大部分地区连续降雨，不利于收
割，部分地区小麦出现萌动，不完善
粒偏高。③4

本报讯（记者 谭勇）企业要发
展，减负是关键。7月 13日，记者从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今年10
月底前，我省要全面完成工程建设领
域保证金清理规范任务。

7月 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
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召
开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
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的通知》电
视电话会议，部署开展清理规范工程
建设领域保证金工作。

按照部署，地方政府、企业自行设
立的保证金要全面清理和停收。对保
留的保证金要推行银行保函制度，任
何建设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建筑
企业保函形式提交的工程保证金。同
时，对保留的保证金进一步规范，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采取差异化的缴存办
法；工程质量保证金预留比例上限不
得高于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5%，在工
程竣工前，已经缴纳履约保证金的不
得同时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严格禁

止新设立保证金项目，对违规新设立
保证金的要严肃查处。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人表
示，各地要全面清理各类保证金，对取
消的保证金确保全部返还，对依法保
留的保证金要按规定时限返还。要转
变保证金缴纳方式，采取差异化缴存
办法，加快建筑市场诚信体系建设，确
保10月底前全面完成清理规范任务，
对不按要求清理规范、瞒报保证金等
情况的，将严肃追究责任。③6

□本报评论员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面向未来，面

对挑战，务必精心组织，认真学习，确保

实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推向深入。

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刻、

内涵丰富，提出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体现了我们党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深邃的战略思考、强烈的责

任担当、深沉的忧患意识、真挚的为民

情怀，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

主义光辉的重要文献，是指导新形势下

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对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激励和指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全体

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要把学习贯彻讲话精神作为一项

重大政治任务，摆在突出位置，加强组

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

彻讲话精神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各级

党委（党组）中心组要把讲话精神作为

学习的重要内容，各级党委（党组）主

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深入学习贯彻，指

导督促广大干部群众把讲话精神学习

好、领会好、落实好。各级党委宣传部

门、组织部门要把讲话精神宣传阐释

好，把干部群众学习组织好。工会、共

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要积极组织开

展各种行之有效的学习活动。

要精心安排部署，创新学习形式，

组织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做到学深悟透

用好。广大基层党组织要创新学习载

体和形式，确保学习实效。要把讲话精

神融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

培训教学的相关内容，融入大、中、小学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内容。要深化

理论研究阐释，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

量的研究成果；精心组织新闻宣传，充

分发挥主流新闻媒体的作用，加强网络

等新兴媒体的宣传，深入宣传讲话的重

大意义和丰富内涵，唱响中国共产党

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

好的时代主旋律。

让我们深入学习、认真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把对党

的赤诚和忠贞融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融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

大事业中去，勇于担当、务实苦干、攻

坚克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动河南发

展，为全省人民谋福祉，为全国发展大

局作贡献。1

□本报记者 李宗宽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李雁峰 闰崇晖

从信阳高铁站向东不到3公里，便
来到位于信阳高新区的河南天扬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这家从事液晶模组开发、
设计、生产的港台合资企业，自2011年
成立以来，短短5年时间，便迅速成长为
全国最大的民营中大尺寸液晶模组生产
企业，成就了行业的一段佳话。

从“小跟班”到“大哥大”

7月 10日，在天扬光电邦定（即对
各种元器件进行集成）生产车间，记者
见到生产课长余享舟时，这个30岁的
小伙子正在生产线上紧张巡查。与国
内不少液晶模组企业生产开工不足相
比，天扬光电的生产车间却是一派“热
火朝天”的景象。目前余享舟所管理
的偏贴和邦定两个生产线已实行“两
班倒”24小时满负荷生产，仍然满足不
了市场需求。

你听说过现在买货还得“走后门”
吗？陪同采访的信阳高新区宣传部的
工作人员讲了一件事儿。前不久，一
个深圳家电企业的采购经理主动找到
他说：“天扬的产品真不好买啊！听说
您和他们领导比较熟，能不能说我是
您的同学，优先给我们供货？”

液晶模组是液晶显示设备技术含
量最高的核心部件之一，从小小的手
机屏幕到大尺寸的液晶电视、显示器
等，都离不开它。以往，我国液晶模组
大量依赖进口，一直是制约液晶显示
产业发展的软肋。

2011年 1月，天扬光电在信阳落
户；同年8月，我省首条进口全自动液

晶屏模组生产线在这里完成组装并投
入生产。今年1月，天扬光电 55英寸
液晶模组投入批量生产，填补了我省
大尺寸液晶模组生产的空白。

如今，天扬光电经过四期建设，主
辅生产线和检测设备达32条，尺寸覆
盖 18.5~55英寸 20多个型号，年产能
达1000万片，（下转第二版）

我省夏粮总产量
695.36亿斤

国家统计局12日公布的全国
夏粮生产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
夏粮总产量 2785.2亿斤，比 2015
年减产32.42亿斤，减少1.2%。这
一产量为历史第二高位，属于丰
收年。

根据对全国25个夏粮生产省
份的调查，2016年全国夏粮播种
面积 27632.4 千公顷（41448.7 万
亩），比2015年增加7.1千公顷，微
增 0.03%。其中谷物播种面积
24008.2 千公顷，比 2015 年减少
26.3千公顷，减少0.1%。

2016年，全国夏粮单位面积
产量 5039.7 公斤/公顷（336.0 公
斤/亩），比2015年减少60.0公斤/公
顷，减少 1.2%。其中谷物单位面
积产量5358.3公斤/公顷，比2015
年 减 少 59.6 公 斤/公 顷 ，减 少
1.1%。 （据新华社7月12日电）

相关链接

今年全国夏粮产量
减少1.2%

精心组织 认真学习
——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我省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

天扬光电

液晶模组领域的佼佼者
7月 12日，宜阳县灵龙大桥正在紧张施工，确保在当地汛前辅墩露出水面,

以减少洪水对工程建设的影响。⑨2 田义伟 摄汛前施工忙

本报讯（记者李虎成 赵同增 代
娟）7月 13日晚 8时，夜幕降临，新乡
市枫景上东小区地下停车场外仍然
机器轰鸣，施工人员正在忙碌地作
业，几十台水泵共同发力，积水被顺
利地排出车库。

此时，“7·9”特大暴雨已过去 4
天，城区的积水已经退去，市民的生
活也已基本恢复正常，抢险救灾工作
接近尾声。

7 月 9 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
暴雨袭击了新乡，不到 20 个小时，
市区最大降雨量 461 毫米，日降水
量突破了新乡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
大值！

这场“破纪录”的大雨，让新乡市
区内涝严重，大雨造成大灾！新乡全
城上下紧急动员，为保护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与“洪魔”短兵相接！

省委、省政府在第一时间作出安
排部署。省委书记谢伏瞻、省长陈润

儿、副省长王铁分别作出批示，要求确
保京广高铁、京广铁路运营安全；确保
南水北调工程安全，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尹晋华赶赴新乡抢险一线指导防汛救
灾工作。

新乡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及分
管领导涉水察看灾情，多次组织召开
紧急会议，启动Ⅲ级应急机制，要求全
市所有干部必须全部到岗到位，防汛
抢险成员单位负责人必须到一线指
挥，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灾工作。新
乡市五大班子领导还对全市受灾较为
严重的 33个居民小区实行分包责任
制，协调相关部门，以最快速度解决小
区断水断电问题，将灾情对群众的影
响降到最低。

公安、消防部队、当地驻军、电力、

公交、铁路、通信、景区、民政……各个
部门快速反应，帮助群众脱险解难。

红旗区洪门镇镇长郭潇漪、57
岁的新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七
大队民警刘兴跃、诚城社区党委副
书记刘涛、南李庄社区党支部书记
范海涛……关键时刻，党员干部一马
当先，奋战抢险一线。

郑州、漯河、开封、商丘等地的爱
心人士纷纷赶来救援或捐钱捐物……
多方援手，谱写大爱之歌。

新乡与“洪魔”的“交手”尚未完
全结束。目前，该市仍在继续抓紧协
调力量，保障灾后群众正常生产生
活，做好城市除涝，积极组织群众开
展生产自救，持续做好防汛的各项工
作，同时加强社会管理，确保全市社
会大局稳定。③5

抢险救灾接近尾声 市民生活渐趋正常

新乡市打赢特大暴雨“遭遇战”

郑州地铁2号线下月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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