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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
时代旋律，很多人怀揣梦想，但也有迷
茫。

成功创业要具备哪些不可或缺的
条件？如何在创业道路上坚守初
衷？5月 18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台湾科技园里高朋满座，国家
千人计划评审专家洪显明与来自医
药保健、电子信息、投融资等领域的
著名创业导师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经
验。

“投资者在签订投资协议后突然
撤资怎么办？”针对创业者普遍关心
的问题，多年从事创业指导工作的北
京宏业嘉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关
雪峰认为，青年创业者要寻求专业投
资人进行合作。“要了解投资人经历、
思路、计划。”他告诫创业者，不要盲
目寻求投资，签订投资协议一定要避
免霸王条款，警惕急于提供资金的投
资人，以免被人假借投资名义，骗取
商业计划。

“你们的销售团队有多少人？如
何不让投资人花冤枉钱？”在路演环
节，面对由企业家、创业导师组成的
评审团的提问，郑州源创吉因实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赵辉自信满满，
侃侃而谈：“成功的企业从来不是烧
钱烧出来的。”他认为，创业应量入为
出，尤其是医药保健行业，“要以科研
为主，让产品自己说话。”去年2月，他
在台湾科技园创建了郑州源创吉因
实业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以研发干细

胞抗衰老产品、肿瘤免疫治疗、干细
胞化妆品的医药保健公司。作为一
家初创企业，短短一年间，该公司产
品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郑州
等地上市。

“创业者不怕‘揭短亮丑’，敢于
把制约企业发展中遇到的‘病症’提
出来，请专家‘把脉问诊’，创业风险
才能有效降低。”伴车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乔参在听取了评审团给出的
建议后，感慨地说。请专家“走进
来”，把服务送到“家门口”。这场“创
业导师走进港区留创园”活动，赢得
了园区创业者的一致称赞和认可。

作为我省唯一一个国家区域性
“双创示范基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正以“双创”为核心驱动力，
引进人才，融合创投智慧。其搭建的
引智试验区展示中心、航空大都市研
究院等人才培育载体，已成为海外人
才集聚的高地和创新创业的热土。
目前，已有河南美泰宝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河南昂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源创吉因实业有限公司等300多
家海外留学人员企业入驻，集聚了杜
锦发、刘本辉、沙薇、杨俊杰、王浩兰
等一大批高层次留学归国创新创业
人才。②9

本报讯（记者 宋敏）5 月 19
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获悉，为进一步弘扬创业精神，营
造浓厚创业氛围，我省举办全国创
业培训讲师大赛河南省分赛暨“豫
创天下”创业大赛，对获奖者将提
供1至 2年的免费创业咨询服务和
指导。

目前，我省有近千名创业培训
讲师，其中国家级培训师 12 名。
按照要求，创业培训讲师须经过师
资培训，获得人社部颁发的创业培
训讲师证书，方可从事创业培训工
作。我省将配合全国创业讲师大
赛的组织实施，开展河南省讲师大
赛分赛。本次大赛与师资评估相
结合，全省所有创业培训讲师均须
参加。

河南省讲师大赛分赛分为初赛
和决赛两个阶段，初赛由各省辖市、
省直管县（市）人社部门组织，6月
上旬前完成。每个赛区推选1至 3
名选手和课程设计作品参加全省决
赛。目前，各市初赛已在筹备当
中。决赛在 7月底前完成，选出全
省十强，第一、二名选手晋级全国总
决赛。大赛设个人综合能力奖、优
秀课程设计作品奖和组织奖。③5

本报讯（记者 孙欣）5月 24日，河
南省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颁证仪式
暨初任培训开班式在郑州举行，由省
司法厅组织选任的 80名省级人民监
督员获聘任证书，正式行使对检察工
作的监督权。这标志着我省人民监督
员制度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据悉，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检察
院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一种外部监督
制度，目的是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
侦查的案件，建立有效监督制约机制，
增强执法公信力。2014年，中央对司

法体制改革作出新部署，批准由司法行
政机关负责选任和管理人民监督员。
人民监督员分为省级和市级，每届任期
五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此次选任是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
方式改革后，我省司法行政机关选任
的首批人民监督员。省司法厅自今年
3月份在全省启动选任工作，经过组织
报名、资格审查、组织考察、任前公示
等多个环节，遴选了80名省级人民监
督员。目前，全省市级人民监督员选
任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③4

本报讯（记者 栾姗）5月 24日，记
者从省发改委获悉，从即日起到年底，
省发改委将成立 9个服务督导组，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促投资稳增长重大项
目专项服务督导活动，督促各地加快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据介绍，此次活动服务督导的范围
是 2016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和
2017年A类省重点项目，主要通过深
入实地查看项目进展情况，推动解决项
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督促引导项目尽
快开工、加快建设，确保全年目标任务
圆满完成。具体目标任务是确保各地

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6月底前完成总
体投资的70%以上，9月底前完成80%
以上，年底前完成90%以上；确保各地
A类省重点项目联审联批任务10月底
前全面完成，在建项目6月底前完成年
度投资目标的50%以上，9月底前完成
80%以上，年底前完成 100%；确保两
类重大项目应开尽开、应竣皆竣。

省发改委要求，服务督导组要突出
抓好促开工、促投资，强化问题调查研
究，及时出台相关针对性政策措施，通
过服务督导确保达到预期目标，力争实
现更高的开工率和投资完成率。③7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5月 23日，
虞城县人民法院不动产查控系统平台
上线，据悉，这在我省164家基层法院
中属首家。

据介绍，该系统启用后，执行法
官在办公室点几下鼠标，就可以快速
查控被执行人的土地、房产等信息，
这将大大提高执行工作效率、降低执

行成本。
今年以来，在执行攻坚行动中，虞

城县法院已查封房产 160套、土地 25
宗，开展专项执行活动8次，发放、张贴
《敦促被执行人履行义务通告》和“执行
悬赏公告”2000 多张，司法拘留 188
人，受理拒执犯罪案件 133件，其中 5
人因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被判刑。③4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杨
之甜 宋艳丽）“以前常听说食品生产
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今天通过实地
观看，了解到日常所吃食品的每一道
生产工序和检验情况都有专门的工作
人员监管，感觉放心多了。”市民马建
国参观体验后深有感触地说。5月23
日，全国首家安全食品体验馆在汤阴
建成，迎来首批参观客人。

该项目总投资1200余万元，建设
面积约2000平方米，共分三个主体内
容：中国食品安全展示馆、体验馆和电商
馆。据介绍，展示馆的亮点为通过大
型弧幕投影、电子数字沙盘、VR互动

等多媒体手段介绍了汤阴的区位优
势、资源优势、发展规划、产业链条等；
体验馆以多媒体互动为主，对“从农田
到餐桌”全产业链条的监管工作进行
了介绍和展示；电商馆以实物产品展
示为主，配以投影、拼接屏等多媒体对
生态农业、相关企业进行了介绍。

“体验馆集趣味性、娱乐性、教育性
为一体，以大众体验的方式评价食品安
全、监督食品安全、促进食品安全，打造
政府、行业、企业、媒体和公众共享共建
的互动体验平台，我认为非常好。”现场
参观的欧盟驻华代表团卫生与食品安
全事务公使华杰鸿赞道。③3

本报讯（记者 吴烨）5 月 23 日，
2017中国锂电池材料产业与技术发
展论坛在义马市举行，国内重点科研
院所的知名专家，国内外主要锂电池
关键材料企业和上下游锂资源、动力
电池、电动汽车、储能领域的企业管理
与研发人员等与会。

本次论坛由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三门峡市人民政府主办，义马市人民
政府等承办。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大连理工大学蹇锡高教授等多位
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发言，共同探讨

新形势下锂电池产业发展战略和创新
方向，旨在积极引导锂电池产业科学、
健康、有序发展，为实施能源替代和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积极贡献，同时
为推动地方产业转型发展，打造电子
信息产业创新基地奠定基础。

会上，义马市政府与中国化工信
息中心和上海市汽车工程学会，位于
义马市的义腾新能源公司与吉林大
学电化学储能技术产业化工程实验
室分别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谋发
展。③5

我省开展促投资稳增长重大项目专项服务督导活动

成立督导组 推进大项目

我省首批人民监督员履职

全省首家基层法院
不动产查控系统开通

汤阴建成全国首家安全食品体验馆

国内锂电池业大腕义马“论剑”

组团来豫话“双创”导师把脉开良方

“豫创天下”
创业大赛启动

今年以来，郑州市动物园保持了动物种群规模持续壮大的良好态势，截至目
前，共培育繁殖金丝猴、东方白鹳等动物10余种200余头（只）。图为5月 23
日，家长带领孩子到动物园参观。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李林 摄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在 5月 22
日召开的中国·延津优质小麦产业观
摩会暨产销协作大会上，省粮食厅有
关负责人通报了我省今年夏粮收购准
备情况，表示要扎实安排优质小麦的
收储和销售，实现专收专储，促进优质
优用。

根据通报，预计今年我省小麦收
购量2250万吨，其中按最低收购价收
购 1200万吨，按市场价收购 1050万
吨。目前，我省已经准备仓容 765万
吨，夏粮收购前和收购期间预计可再
增加仓容740万吨，合计仓容达1505
万吨，能够满足夏粮收购需要。

这位负责人表示，今年我省将提

前做好优质小麦的收储和销售工
作。按照产销一体化的要求，粮食部
门认真开展滑县、延津、淮滨等 8 个
试点县（市）230万亩优质小麦种植情
况的调查摸底，全面掌握优质小麦的
种植地域、品种、数量等信息。省粮
油饲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提前
介入 8 个试点县（市）优质小麦质量
监测工作，夏粮收购前对试点县优质
小麦质量进行调研和样品扦取，提早
发布优质小麦收储检验标准，指导粮
食收储企业在收购期间严格按品种
收购，实现优质小麦专收专储，品种不
混杂。研究出台承接优质小麦的存储
方案，安排8县（市）粮食部门、省直企

业与订单企业及早开展对接，按照订
单企业仓容需求，准备不同类型仓库
服务优质小麦专项收储。目前，8个
试点县（市）共为优质小麦专项收购备
仓300万吨，省直3家企业备仓130万
吨，能够满足试点县优质小麦专仓收
储需求。对于8个试点县（市）外种植
的 327万亩优质小麦，我省将动员省
直粮食企业和大型加工企业带头签署
订单，开展预约收购。

为保障面粉加工企业对优质小麦
的需求，省粮食局已对省内 14家、省
外 15家大型面粉加工企业使用优质
小麦情况进行调查，详细调研了市场
对各品种优质小麦的需求情况。协调

省粮食产业投资担保公司加大优质小
麦收储资金筹措力度，择优筛选加工、
贸易等用粮大户为核心企业，协调金
融机构对其给予资金支持。协调农业
发展银行为省中原粮食集团、豫粮集
团、粮食贸易物流市场三大省直企业
授信，支持企业开展优质小麦订单收
购。目前，省直粮食企业签订优质小
麦订单143.9万吨。

据悉，我省未来将开展优质小麦
种植情况推介和发布，组织我省粮食
经营企业与省外用粮企业开展省际
间产销对接，打好河南优质小麦这张

“王牌”，促进“豫粮豫用，豫粮全国
用”。③7

优质小麦观摩会上 省粮食厅通报夏粮收购准备情况

政府来“牵线”优麦优先卖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成利军）
5月 22日，位于济源市五龙口镇西
正村的富硒水稻产业园内，工人们
正忙着翻耕，改良土壤，还有的正抓
紧建设沟渠河塘，准备引进沁河水，
打造精品农业观光园。产业园成立
仅仅两年，生产的富硒大米已“跃”
出了山沟，叫响了济源及周边地区，
去年赢利达50多万元。“富硒”农业
让西正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贾通车赚到了钱，更让人们记住了
富硒大米的味道。

与贾通车经营的富硒水稻产业
园一样，许多富硒农产品正在济源兴
起，成为农民快速致富的一把“金钥
匙”。济源市从2012年开始，把富硒
产业作为提升农业品质的着力点，积
极开展富硒农产品生产技术研究与
示范基地建设，让农民与农场主逐
步掌握富硒农产品的开发技术，实
现了济源富硒农业从无到有的突
破。经过4年多发展，该市富硒农产
品规模化种植面积已达5000亩，承
留镇的富硒葡萄、邵原镇的富硒苹
果、五龙口镇的富硒大米等，不仅实
现了“镇镇有产品，村村有硒味”，并
且通过“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
等形式，助力山区群众增收致富。

为让富硒产业成为农业提质增
效的创新高地，从2015年起，济源市
启动了富硒健康农业科技工程。富
硒农产品不仅培育了市场新动能，实
现了品种与效益的双提升，而且成为
济源特色农业发展的新引擎。2016
年，济源富硒农业产业被写入《中国
富硒农业发展蓝皮书(2016)》。③7

济源

富硒农产品
闯出大市场

▲5月24日，在卢氏县东明镇的
三阳畜牧扶贫基地，工人正在紧张施
工。该基地由卢氏县政府与河南三
阳畜牧公司合作建设，计划于今年年
底建成，届时贫困户可通过加盟养殖
争取早日脱贫。⑨6 程专艺 摄

◀5月19日，灵宝市城关镇五龙
村的贫困群众在报名参加驾考培训。
该镇积极引导贫困群众参加技术培
训，提高就业技能。⑨6 张飞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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