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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樊霞）7月 13日，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发布调查
数据，6月份，河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1%，环比下降0.2%，
其中，连续 8个月下跌的鸡蛋价格 6
月份回升大涨。

6月份，我省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下
降2%，影响CPI下降0.6个百分点。其
中，畜肉类价格下降15.4%，猪肉价格

成为下降主因；鸡蛋价格下降11.2%；
禽肉类价格下降7.3%；鲜菜、粮食价格
均有上升，鲜瓜果价格明显上涨。

本月初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
对全省18个省辖市30种主要食品价
格监测数据显示，由于天气炎热，鸡
蛋价格在延续了8个月的下跌后，从
6月中旬开始触底反弹，环比上涨了
25.61%。③6

本报讯（记者 郭戈）7月 12日，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中原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发布公告，
双方拟分别出资不超过5亿元，参与
发起设立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
司信息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这意
味着，继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
后，我省第二家省级资产管理公司正
式“浮出水面”。

公告显示，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的注册资本拟定为50亿元。股权
结构方面，本着多元化的原则，国有
资本将相对控股，同时吸收社会资
本，实行混合所有制。

作为主发起人，河南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出资 19.5 亿元，持股占比
39%；大河传媒投资有限公司、国投资
产管理公司、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中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各出资5亿元，分别
占 10%；河南颐城控股有限公司、建
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各出资
2.5亿元，分别占5%；河南省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出资0.5亿元，占1%。

据悉，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
立后，将主要开展不良资产的收购、
管理和处置，投资及资产管理；私募
基金管理；股权托管管理，受托资产
管理；企业破产、清算等管理服务；参
与兼并、收购、重组等方面的金融业
务。

据悉，大河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是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专事投资业
务的全资子公司，目前已形成股权投
资、债权投资、资产管理、实业投资与
经营等四大业务平台，投资领域涉及
文化传媒、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金融等行业。③6

本报讯（记者 高超）近期，我省大
部分地区频发高温红色预警。夏季是
火灾多发季节，7月13日，河南消防发
布高温天气火灾警示，夏季高温天气
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注意防火安全。

据统计，7月12日0时至24时，全
省发生火灾 88 起，其中餐饮场所 1
起，住宅9起，交通工具16起，室外电
线15起，变压器6起，垃圾、废弃物13
起，其他28起。“从接警情况来看，电表

箱、变压器和电线火灾高发。”省消防总
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夏天极易发生汽
车火灾、物质自燃火灾、天然气和液化
石油气火灾。

消防部门提示，防范居民住宅类火
灾，市民平时应尽量做到“三清”和“三
关”。所谓“三清”就是清阳台，清楼道，
清灶台，“三关”就是关电源，关气源，关
门窗。注意防范家用电器类火灾，最好
能在出门前随手拔掉电器插头等。③5

□本报记者 宋敏

7月 13日，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
发布第二季度求职招聘大数据。总体
来看，二季度经济状况依然延续一季
度的良好态势，带动就业岗位数量持
续增加，其中第三产业对增加就业岗
位的贡献最大，第二产业通过持续转
型升级，也释放出新的活力，对就业岗
位数量增加贡献比率略有上升。

第二季度，全省各信息采集点共
举办各类招聘会 405场，组织招聘单
位 17818 家，提供就业岗位 464944

个，现场求职人员 179394人次，现场
和网络共收到求职简历762630份，初
步达成就业意向率为32.39%。求人倍
率（即需求人数/求职人数）同比增长
4.0%、环比增长 15.38%，显示就业压
力小于去年同期和今年第一季度。

记者注意到，在用人单位招聘的
前十位热门行业中，54.18%的用人需
求集中在服务业，贸易、批发和零售
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金融业等行业依然是“用人大户”。

“从我省各项经济统计指标来看，
第三产业投资增速加快，升级类商品

消费也保持较高增速。”省人才交流
中心副主任卢宇表示，以 IT、通信、互
联网、教育、金融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
和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
头，既是大众创业的热门行业，也是毕
业生期望签约的对象，呈现供需两旺
的态势。

从行业需求看，制造业占全省人
才需求的18.88%，居第二位；从用人单
位热门职位分布看，技工、普工等机械
类用工需求量较大；分区域看，在全省
各省辖市的采集点中，洛阳市作为全
省制造业的大户，用工需求量 20106

个，位居首位……分析显示，制造业岗
位数量增长与我省经济稳中有升、工
业生产增速加快、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有密切联系。

制造业的不断转型升级带来其背
后的“人力升级”。据了解，我省制造行
业中员工结构呈现“中龄化”，多是35
至45岁的中年力量，青年人占比较少；
其次是拥有新技能的员工数量不足，人
才供需明显不平衡，经济转型对制造业
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技能水平的要求
不断提高，也导致制造业从业人员的收
入水平相应水涨船高。②8

6月份我省CPI同比上涨1%

多支“金融豫军”出资参股

我省第二家省级资管公司
“浮出水面”

中原中原粮食粮食生产生产““高位转型高位转型””
——写在河南夏粮生产再创历史新高之际

我省发布第二季度求职招聘大数据

专业技术人才市场需求量大

●● ●● ●●

本报讯（记者 卢松）7月 13日，
民政部加强基层民政工作座谈会在
郑州召开。会上，河南、安徽、湖北等
8省民政部门负责人，民政部派出工
作组及其蹲点地区相关负责人，就上
半年民政工作和加强基层民政工作
作了交流发言。副省长王铁出席会
议并致辞，民政部党组成员、社会组
织管理局局长詹成付出席会议。

年初，民政部派出 32个工作组
深入各省开展“联系省、抓住县、蹲
点乡”加强基层民政工作专项行动，
以全面提升基层民政服务能力。省

民政厅把今年确定为“民政基层基
础建设年”，并于 5月至 6月开展大
走访大调研活动，对全省 3500多家
基层民政服务机构进行实地走访，
查找问题补足短板，让群众享受更
多实惠。

王铁在致辞中说，河南民政服务
对象人数众多，民政工作任务繁重。
近年来，全省民政部门抓重点、破难
点、聚亮点，促进民政工作取得长足
发展。下一步，将持续提升基层民政
机构的服务水平，推动全省民政工作
再上新台阶。③6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7 月 13
日，记者从省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座谈
会上获悉，近年来，我省财政资金和
社会资本在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方
面投资越来越多，为构建全国重要的
文化高地提供了重要资金保障。

会上，省文化改革发展办公室等
单位负责同志介绍了关于“推进文化
创新”的重点提案办理情况。为鼓励
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和文
化事业项目，自2012年以来，省财政
累计下达资金 4.8亿元，支持 468个
重大项目建设，带动了超过500亿元

的社会资本投资；河南省和郑州、开
封、洛阳、平顶山等市文化产业发展
基金先后设立，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
杠杆作用；大力发展文化类 PPP 项
目，去年全省投资额超过 1.5亿元的
文化类PPP项目达21个，总投资208
亿元；以招商活动带动社会资本投
入，目前全省投资千万元以上的在建
和拟建文化产业项目480个，其中民
营文化企业的项目约占56%。

省政协副主席张广智出席座谈
会，并就办理好相关提案、推进文化
创新发展提出要求。③3

持续提升基层民政服务水平

我省文化产业投资不断加大

河南消防发布高温天气火灾警示

三伏天，当心高温“惹火”

□本报记者 方化祎 高长岭

7 月 13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夏
粮生产数据，今年河南省夏粮总产
达710.8亿斤，比上年增产15.5亿斤，
增幅为 2.2%。我省夏粮总产量及亩
产量均超过 2015 年，创下历史新
高，继续保持全国夏粮生产第一的
地位。

“河南夏粮生产创下新的纪录，
再次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重大贡
献。”省农业厅厅长宋虎振说，河南粮
食生产继续领跑全国，稳居粮食生产
大省地位，与多年来持续不断重视农
业生产密不分可。

回首今年河南夏粮生产，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深入实施，让中原
粮仓更加稳固。粮食连年丰收倒逼
农业供给侧改革，“四优四化”起步之
年，优质小麦备受关注，中原粮仓悄
然发生变化，从一味追求粮丰囤满，
向优质高效迈出坚实步伐。

中原粮仓越筑越牢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粮食安
全是战略性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河南时指出：“河南农业特
别是粮食生产，是一大优势、一张王
牌，这个优势、这张王牌任何时候都
不能丢。”

河南对粮食生产从未懈怠，粮食
生产核心区建设步履铿锵。按照国
家粮食生产核心区规划，到2020年，
我省规划在全省粮食生产核心区的
95个县（市、区）建成 6369万亩高标
准粮田，总粮食生产能力超过 1300
亿斤。截至目前，已累计建设高标准
粮田 5622 万亩，完成规划面积的
88%。6月底，河南全省划定永久基
本农田10233.28万亩。

夏收时节，行走在河南大地，有
路的地方就有麦田，金黄的麦子在阳
光下熠熠闪光；从高空俯瞰中原大
地，成片成方的高标准粮田，像威武
雄壮的方阵，展示着中原粮食生产的
底气和决心。

高标准粮田里，田成方、林成网、

路相连、渠贯通、旱能浇、涝能排，在
地头的机井房，农民轻轻一刷卡，清
凌凌的井水就会喷涌而出，活泼泼地
流入麦田。

“什么时候种麦，什么时候浇水，
什么时候喷药防虫，以前手机短信都
会按时提醒，现在有了微信群，说的
都是种地的事。”舞阳县种粮大户包
天亮说。

广大科技人员依据河南的光热
条件，不断更新品种，河南优质小麦
品种形成了庞大的集群。在河南的
科研院所中，小麦研究机构最为耀
眼。

长期以来，小麦的品质与产量是
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今年“三夏”
时节，在漯河市郾城区千亩示范方
里，“丰德存麦5号”经过农业部、中国
农科院等专家组成的验收组现场测
产，平均亩产 704.80公斤，创造了强
筋小麦的高产新纪录。

小麦专家、河南农大教授郭天财
表示，优质又高产，我省优质小麦实
现了“鱼”和“熊掌”兼得，未来将大幅
度提升河南乃至全国黄淮流域小麦
品质。

河南科技学院教授茹振钢凭借
小麦研究夺得2013年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前不久，他领衔承担的省重
大科技专项“强优势BNS型杂交小麦
组配与规模化高效制种技术研究”顺
利通过专家组验收，项目成果达到了
国内领先水平，此项成果将极大地推
进我省杂交小麦研发和产业化进程，
有助于我国抢占世界小麦种业竞争
的制高点。

河南粮食连年丰收，让河南粮食
生产大省的地位更加稳固，中原粮仓
也越筑越牢，越筑越高。

农民种地更加轻松

“现在收麦早不像以前，还得弯
腰拿着镰刀一把一把割了。如今拿着
手机点几下，就能联系来大型收割
机，几个小时就麦罢了。”正阳县汝南
埠镇农民黄宝柱说。他不知道，今年
全省8200多万亩小麦近99%都实现

了机械化收割。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农业

机械大面积普及，让农民从繁重的体
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今年小麦生长季节，可谓是风
调雨顺。虽然麦收时节有两次降雨
过程，但由于群众抢收及时，对小麦
收获和小麦质量影响都不很大。”省
农业厅种植处处长李军说。

在收割机械没有大面积普及的
时候，农民用镰刀收麦，普通农户收
麦种秋得持续半月以上，现在大型联
合收割机一天就收完小麦，并且还能
完成秋播。我省今年投入 410多万
台农机，其中 18万台大型联合收割
机，服务“三夏”农业生产。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智能化、
大功率、多功能的大型收割机，一系
列“麦收神器”让收获时间大幅缩短，
也使得麦收时节的天气变化对夏粮
收获的影响越来越小。

“我省夏粮生产多年来连续丰
收，实际上早已打破了粮食生产‘三
丰一歉’的传统规律，靠天吃饭已经
基本成为过去时。”河南省农科院小
麦研究所副所长雷振生说。

现代农业机械普及，让农民种地
更轻松省力，催生了一大批种植专业
合作社。“去年我买的深耕机，一天能
耕 350亩。”商水县种粮大户刘天华
说，高效率的农业机械，让他的农业
合作社去年流转土地 2000亩、托管
土地1.5万亩。

机械化催生规模化经营，使我省
粮食生产步入稳产、高产阶段。

但粮食连年丰收，给粮食库容带
来意外的压力；产粮大县往往和财政
穷县密不可分。中原粮仓亟待突围，
打破产粮先进和经济落后相连的“怪
圈”。

优麦引领“四优四化”

“种地半年，不如在城里打工半
月。”农业的比较效益如此之低，将来
谁种地？种粮如何让农民增收？

中原粮仓越筑越高，粮食生产多
年高位运行，不仅为农业供给侧改革

提供了动力，同时提供了“闪转腾挪”
的空间。

省委、省政府提出，要着力从发
展大宗普通农产品向发展优质小麦、
优质花生、优质草畜、优质蔬果的“四
优”转变，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满足
市场多样化需求，要因地制宜推进

“四化”，即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
生产标准化、发展产业化，拉长产业
链，增加附加值。

河南粮食生产高位运行多年之
后，农业供给侧改革开始破题。我省
是小麦生产大省，然而每年还要进口
大量优质专用小麦，供给侧改革势在
必行。

“今年是供给侧改革的攻坚之
年，也是我省发展‘四优’的起步之
年。”省委政研室农村处处长王民选
说，今年夏粮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农
业供给侧改革正式启动，优质小麦引
领着农业供给侧改革。农业供给侧
改革就是要改变“重量轻质”的习惯，
通过“优粮扩经”，提质增效，提高种
粮农民收入。

优质小麦，成为今年河南夏粮生
产的重头戏。去年秋季，我省在8个
试点县内率先推广优质专用小麦超
过200万亩，带动全省种植优质小麦
合计达到600万亩；今年优质专用小
麦预计发展到 800万亩。省政府多
次组织优质小麦产销对接会，多次
安排优质小麦专种、专收、专储、专用
工作。

“我专门种优质小麦、优质花生，
50亩地一年能挣十来万块钱。跟着
国家省里的政策方针走，瞄准市场
去种地，种地收入肯定会越来越
高。”延津县小潭乡新堤村村民李红
军说。

我省粮食生产在多年高位运行
之后，开始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就
像运动员腾跃到最高处之后开始“空
中转体”等高难度动作一样。

“在粮食生产领域连续多年持续
发力之后，发展优质小麦成为今年我
省夏粮生产的最大亮点，‘四优四化’
必将让河南农业供给侧改革更加出
彩。”王民选说。②9

7月13日，新野供电公司的员工在高温下工作。古泉特高压直流输电线
路新野段，目前正在紧张施工中，以确保工程进度。⑨6 高洪杰 吕媛媛 摄

7 月 12 日，温县“太极
客厅”的施工现场，建筑工人
正在施工。“太极客厅”整体
定位是“具有传统情韵的现
代建筑”，要营建成一座兼具
本土文化、科技感、艺术性，
象征意义别具一格的文化旅
游建筑综合体。⑨6 本报
记者 史长来 摄

“太极客厅”
建设正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