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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 刘红涛）
“这次农业盛会在郑州举办，河南将
迎来全国各地的3000位嘉宾，他们
这两天将陆续抵达郑州。”4 月 14
日，省农业厅有关负责人透露。

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和农业
品牌创建推进工作会将于4月17日
在郑州召开，这次会议由农业部、河
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省农业厅、郑州
市人民政府承办，旨在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农产品加工
业发展的决策部署，加快推动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产品加工业转
型升级，宣传推介中国农业品牌，推
进新时期农业品牌建设。

据介绍，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中
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质检总局分管负责同志和部分省
（区、市）人民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各
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同志，会议
正式代表约 400人，特邀农业企业
及相关机构、协会参会，代表约
2600人，参会总人数3000人左右。

会议期间，还将举办河南特色
农产品论坛、中国农业品牌发展论
坛，召开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座
谈会、推进产业扶贫座谈交流会。
其中，河南特色农产品论坛包括漯
河市政府主办的食品论坛、信阳市
政府主办的茶叶论坛、三门峡市政
府主办的果蔬论坛。

这次会议是推进农产品加工
业发展和农业品牌创建的第一次
全国性会议。会议放在河南召开，
充分体现了农业部对我省农产品
加工业和农业品牌创建工作的肯
定，也将助推我省深入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现代农业强
省建设步伐。③6

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 刘红涛）当
前，我省小麦由南至北陆续进入抽穗
期，这既是产量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
重大病虫害发生和防控的关键时期。4
月 13日，全省小麦生产管理暨重大病
虫害防控现场会在西华县召开，记者从
会上了解到，当前麦田病虫害防控形势
严峻，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须高度重
视，科学施治，严加防控。

据省植保站同志介绍，由于去冬

今春气温高、湿度大，近期降雨过程
多，对小麦条锈病、赤霉病等病虫害发
生有利，全省各种病虫害已累计发生
7937万亩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450万
亩次。

针对今年小麦病虫害防控，尤其是
小麦条锈病发生早、范围广、程度重的
情况，我省各级政府及有关单位高度重
视，及时启动防治预案，加大财政投入，
加强监测，组织普查和防治工作，目前，

全省累计防治小麦病虫害面积7719万
亩次，占发生面积的 97.3%，是近年同
期面积最大的一年，病虫危害初步得到
有效控制。

近期省植保站组织专家分析会商，
预测今年我省小麦中后期主要病虫害
总体呈偏重发生态势。其中，小麦条锈
病在许昌以南麦区会偏重以上流行，并
迅速向北部麦区扩散蔓延；小麦赤霉病
在豫南地区及豫东局部偏重发生，其他

麦区中度发生，若小麦抽穗扬花期连阴
雨或大雾、结露天气多，田间湿度大，将
会偏重至大流行。

省农业厅要求，各相关部门要认清
严峻形势，切实增强重大病虫害防控的
紧迫感和责任感，全力抓好以小麦赤霉
病、条锈病等重大病虫害防控为主的麦
田管理工作，坚决打赢病虫害防控攻坚
战，保障全省夏粮丰产丰收、提质增效
和农民增收。③5

农业盛会将至

三千嘉宾云集郑州

省农业厅要求——

严防麦田病虫害 确保夏粮丰收

4月 14日，夏邑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来到联系点胡桥乡李楼村，
开展基层工作日走访活动，就基层党建、脱贫攻坚、信访维稳、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等工作，征求党员群众意见建议。⑨7 贡学 信焱 摄

塑品牌塑品牌 迎盛会迎盛会 建现代农业强省建现代农业强省

□本报记者 刘红涛 高长岭

春暖花开好时节，如意湖畔谋发

展。为贯彻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决策部署，

加快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

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宣传推介中国

农业品牌，推进新时期农业品牌建设，

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和农业品牌创

建推进工作会 4月 17日将在郑州国

际会展中心召开。

中原大地迎盛会

召开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和农

业品牌创建推进工作会，旨在总结交

流各地“十二五”以来推进农产品加工

业发展和农业品牌创建工作取得的成

效、做法和经验，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

任务，研究部署新时期进一步促进我

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和农业品牌创建

的目标任务、思路措施和重点工作。

会议期间将进行现场展示，内容包括

国家级农业品牌和农产品地理标志、

美丽乡村、品牌扶贫等成果，以及河南

农业品牌建设成果。除此之外，还将

举办中国农业品牌发展论坛，交流探

讨中国农业品牌发展重点、实现路径

等。

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和农业品

牌创建推进工作会由农业部、河南省

人民政府主办，省农业厅、郑州市人民

政府承办，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中央农

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质检总

局分管负责同志和部分省（区、市）人

民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各省（区、市）以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同志，会议正式代表约400人，

特邀农业企业及相关机构协会参会代

表约2600人，总人数3000人左右。

这次会议是推进农产品加工业发

展和农业品牌创建的第一次全国性会

议，也是农业部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

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

之举。会议放在河南召开，充分体现

了农业部对我省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

品牌创建工作的肯定，也将助推我省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快现代农业强省建设步伐。

这次会议不仅突出农业品牌创

建，同时融入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两会

合一；在会议日程中，既有现场参观考

察，又有论坛、座谈交流活动，还有品

牌展示和全体大会，中间还有两场座

谈会，会议活动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多

样，重点主题突出。值得一提的是，会

议将通过多种现代化信息传播技术，

全方位呈现中国农业品牌发展成就。

会议采用声、光、电、多媒体等形式进

行全方位展示；电子沙盘实现快捷获

取参展品牌和企业相关信息。H5会

议系统已投入使用，为参会者提供随

时随地的会议信息服务。

农业大省展雄姿

河南位于中国中东部、黄河中下

游，东接安徽、山东，北界河北、山西，

西连陕西，南临湖北，呈望北向南、承

东启西之势。河南地理位置优越，古

时即为驿道、漕运必经之地，商贾云集

之所。地势西高东低，北、西、南三面

由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沿

省界呈半环形分布；中、东部为黄淮海

冲积平原；西南部为南阳盆地。良好

的地理条件和区位优势，让河南农业

发展拥有了先天条件。

经过多年发展，河南既是农业大

省，也是农产品加工和农业品牌大

省 。 2016 年 ，我 省 粮 食 总 产 量 达

1189.32亿斤，油料、蔬菜、瓜果、水产

等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肉蛋奶产量

分别达682.54万吨、422.5万吨、326.8

万吨。充足的原料供给促进了农产品

加工的快速发展，全省农产品加工业

达到7779家，实现营业收入2.33万亿

元，占全省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农

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使河南培养

出了一大批知名农业品牌。双汇、华

英、三全、好想你、雏鹰、信阳毛尖、灵

宝苹果等一大批知名企业和名牌享誉

全国。河南不仅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

大粮仓、大厨房、大餐桌，也锻造了“河

南制造”的农产品大品牌。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经济社会

稳步发展，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五位，

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个百分点以上，已成为全国重要的

经济大省、新兴工业大省和有影响的

文化大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

提出的打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

驱动发展，基础能力建设，新型城镇化

“四张牌”要求，我省坚持新发展理念，

围绕现代农业强省建设，以深入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发展

好“四优”（即优质小麦、优质花生、优

质草畜、优质林果），推进好“四化”（即

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

化、发展产业化），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和竞争力，着力增加农民收入和有效

供给，在建设现代农业强省征程中步

履铿锵。

“大粮仓”彰显责任担当

粮食生产是河南的王牌。河南始

终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重大战略任

务，加快建设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粮

食安全重要保障区，把发展粮食生产

与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富民强省结合

起来，通过稳定面积、主攻单产、改善

条件、创新机制、完善政策，提高粮食

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标准

化水平，实现内涵式增长。

河南用1/16的土地，生产了全国

1/10的粮食，1/4的口粮。习近平总

书记在 2014年河南调研视察的时候

指出，河南这一张粮食王牌不能丢。

为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我省稳步推进高标准粮田建设，农、

粮并举。计划到 2020 年，全省建成

6369万亩高标准粮田，确保 2020年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达到 1300亿

斤。

《河南省高标准粮田保护条例》

已经施行，这是全国第一部高标准粮

田保护的地方法规，在河南农业发展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河南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从政治责任迈向法

制化进程。目前我省已经建成 5357

万亩高标准粮田，在深入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真正把

河南这个农业大省建成中国的大粮

仓。

“大厨房”鼓起农民腰包

多年来河南坚持“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思路，在人多地

少的情况下，围绕富民强省、促农增

收，河南在农产品的加工方面下了大

功夫。以优势农产品为基础，以龙头

企业为支撑，以加工集聚地为核心，着

力打造乳制品、食品加工、果蔬、油脂、

中药材、茶叶等12类 542个现代农业

产业集群。

2016年全省农产品加工企业达

到3.78万家，其中规模以上农产品加

工企业 7779 家，实现营业收入 2.33

万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

业收入的29%，实现利润总额1871.7

亿元，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总额的 36.17%，税金总额 670.5 亿

元，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金总

额的 34.30%，全省农产品加工业持

续呈现好的态势、好的趋势、好的气

势。其中，销售收入亿元以上的企业

4126家，其中10亿元以上的411家、

50 亿元以上的 35 家、100 亿元以上

的 8 家。地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 5014 家，其中国家级 60 家，

省级 761家。有 17家农业企业在境

内外上市，34 家企业在“新三板”挂

牌。

目前，全国的方便面 1/3来自河

南，水饺 7/10 是河南的，火腿肠 1/2

是河南的，馒头 1/4是河南的。2016

年全省肉、蛋、奶产量分别居全国第

二、第二、第四位。可以讲，在河南乃

至全国每一省都有河南农产品的半

成品、成品供大家享用。下一步，我

省将按照“大农业、全链条”发展的理

念，立足特色优势农产品区域，大力

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壮大主导

产业，引导龙头企业集聚发展。推动

农产品加工增值链、资源循环利用

链、质量全程控制链有机融合，强化

科技支撑，扩大品牌影响，建设一批

“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的

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实现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

“大餐桌”奔向全世界

我省积极建设一批专业化、规模

化、标准化的原料生产基地，建立健

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追溯体系，

建设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监管信

息平台，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专用原

料基地与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园

区、物流配送营销体系紧密衔接，推

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优势加工品出口

数量、效益快速提升。开展高标准粮

田标准化示范区、优质花生绿色高产

高效标准化示范基地、园艺作物标准

园、中药材生态示范园、畜禽标准化

健康养殖示范场和绿色畜牧业示范

县建设，加快实现生产设施、过程和

产品标准化，提升农产品品质、品相、

品牌。

2016 年，全省主要农产品监测

合格率均在 98％以上，“三品一标”

农产品总数 2710 个。其中，无公害

农产品 1566个、绿色食品 569个、有

机农产品 30 个，获得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保护登记的区域特色农产品

65个。培育出三全、好想你、信阳毛

尖、灵宝苹果等一大批知名农业企业

和名牌，双汇、众品、雏鹰、华英、永

达、科迪、花花牛、恒都等一大批知名

畜牧业企业和畜产品品牌，其中 78

个产品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培

育了156个省级农产品品牌，其中20

个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创建

了 207 个 地 方 知 名 农 产 品 品 牌 。

2016 年，全省农产品出口 117.3 亿

元，同比增长 26.7%，其中大蒜、香

菇、活猪、茶叶等出口增幅超过两位

数，“三全”“思念”等速冻食品也成功

出口到 18个国家和地区，双汇猪肉、

雏鹰农牧猪肉、好想你红枣、西峡香

菇、三门峡苹果等已成为出口名牌产

品。

当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

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中原城

市群，一系列国家战略在我省密集叠

加，说明河南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地

位越来越重要。全国农产品加工业

发展和农业品牌创建推进工作会将

是一次范围广、规模大、规格高的现

代农业盛会，会议在河南召开将有助

于让更多的河南农产品走进更多国

人厨房、世界餐桌，让更多中国农业

品牌跨出国门、走向世界。我省也将

借此次会议，在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下，加快推动由

河南制造向河南创造、由河南速度向

河南质量、由河南产品向河南品牌转

变，促进河南现代农业强省建设再上

新台阶。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写在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和农业品牌创建推进工作会召开之际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
样。”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这句话，道
出了人们寄予图书馆的期待。

作为推广全民阅读的主阵地，图书
馆如何发挥作用至关重要。为此，从
1994年以来，文化部先后组织开展了
五次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4月 12日
至14日，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主办，河南
省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学会承办的评
估定级培训班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图书馆的 300余名学员参加。此次
培 训 是 为 了 备 战 四 年 一 度 的“ 大
考”——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
馆评估定级。据悉，此次评估定级将于
今年7月正式开评。

那么，此次评估标准有什么新变
化？什么样的图书馆才能称得上好图
书馆？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此次评估实行加分制

自 1994年以来，评估定级见证着
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
各级公共图书馆工作水平与办馆效益
的提升。

此次评级标准把服务效能、业务建
设和保障条件三部分列入必备条件，同
时包括政府财政投入、图书馆建筑面
积、年文献外借量、年人均新增文献入
藏量以及读者满意率、图书馆新媒体服
务、网站年人均访问量、数字阅读占比、
社会购买服务、志愿者管理、文创产品
开发等多方面的内容。此外，文化部组
织相关工作组对场馆进行实地评估，第
三方机构也将暗访测评，读者被赋予打
分权。年底，公示审核定级结果，命名
一、二、三级公共图书馆。

此次评估标准最主要的创新点是

加分制，基本分值是1000分，加分分值
是 500分。“对一些新现象比如法人治
理改革和文化创意将进行鼓励，以激励
大家找到实现标准化发展和个性化发
展相结合的模式。”此次评估定级标准
研制专家组组长、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
理系教授柯平说。

一些老场馆或面临降级

“第六次评估从高从严，估计会有
一定数量的图书馆被降级。”采访过程
中，不少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提高评

估标准并非坏事，将对图书馆弥补不足、
提高服务效能，促进当地政府部门给予
财政支持、完善保障条件等起到作用。

近年来，图书馆的评级标准正在逐
次上升，特别是体现在提高政府财政投
入与扩大建筑面积上。根据最新标准，
中部地区的省级图书馆一级馆年财政
拨款须达到 5000万元，建筑面积达到
4.5万平方米；二级馆年财政拨款达到
4000 万元，建筑面积达到 4 万平方
米。地市级图书馆一级馆年财政拨款
须达 600万元，建筑面积达 1.3万平方
米；二级馆年财政拨款 500万元，面积
达1.1万平方米。县级图书馆一级馆年
财政拨款须达 150 万元，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二级馆年财政拨款 130
万元，面积4500平方米。

记者了解到，我省不少地市如郑州、
濮阳、南阳等地的图书馆经过升级改造，
条件均有很大改善。不过，仍有一些老
场馆因硬件长期未改善将在评级中面临
压力。以省图书馆为例，在2013年的第
五次评级中已由一级降为二级。省图
书馆相关负责人说，由于新馆规划搁浅，
此次评级中，其2.95万平方米的建筑面
积距离4万平方米的二级馆标准差距甚
远，或将在四年间跌入三级。③7

公共图书馆评估从“高”从“严”
新馆规划搁浅，河南省图书馆或再降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