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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9 月 5
日，第四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
创业大赛河南分赛暨“创出彩”河南
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以下简称大赛）
决赛在郑州落幕，嵌入式智能终端、
即寻停车、百团大战扶贫馆等项目
获得金奖。

大赛自启动以来，共吸引 6000
余名青年800多个项目参加，比赛内
容涉及现代农业和农村电子商务、
互联网、APP 等多个领域。通过项
目路演、现场答辩、评委互动等环
节，最终从 86 个入围决赛的项目
中，评选出金奖9项、银奖9项、铜奖
9项。

“创出彩”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旨在
搭建青年创新创业平台,整合创业服
务资源,帮助广大青年增强创业能力,
重点扶持符合国家产业发展导向,在
科技含量、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具有
发展潜力的青年创业项目和团队，引
导广大青年在创新创业的实践中追逐
青春梦想、展现青年担当。截至目前，
大赛已成功举办四届，共有10万余名
青年6000余个项目参加。

据悉，为帮助青年创新创业，团
省委还将依托“青年之声·河南”创业
就业志愿服务联盟，开展创新创业训
练营培训，推动青年创新创业素质提
升。③7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梁晓峰 彭高锋）推进“互联网+政务
服务”，漯河市再迈新步。记者从漯
河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
公室获悉，漯河市直各部门753项依
申请行政权力事项9月5日前已全部
接入市电子政务服务平台，其中623
项已实现网上受理。

漯河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胡新保介绍，漯河市在
大力简政放权的同时，全面梳理市级
保留的行政职权，推动线上线下服务
一体化联动，最终确定接入市电子政
务服务平台的依申请行政权力事项

753项。在此基础上，市编办、市行政
服务中心与市直部门紧密对接，督促
各部门按照依申请行政权力事项接入
市电子政务服务平台，做到“应上尽
上、全程在线”，最大限度地推进群众
网上办事“一次认证、多点互联”。

根据漯河市的相关规划，9月底
前，市政府部门政务服务系统、县区
政务服务系统将全部与市电子政务
平台联网，同时实现市平台与省平台
联网运行；10月底前，依申请行政权
力事项和行政审批人员全部进驻漯
河市行政服务中心，实现一站式便民
服务。③7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超市里
的菠菜一公斤都18块钱了！”近段时
间市民大都为菜价贵而感慨。实际
上，不只是菠菜，上个月所有叶菜类
的蔬菜价格都经历了一波大涨，而且
未来有可能会继续涨。

9月4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8
月份我省重点监测的60种商品中，36
种价格上涨，6种价格持平，18种价格
下降。普通市民最关注的肉蛋菜价格
普遍上涨，其中鸡蛋价格上涨18.6%，
蔬菜平均价格涨幅超过15%。

省商务厅的监测数据显示，8月
份全省鸡蛋零售均价较前一月上涨
18.6%。随着9月份大中小学校开学
和国庆节、中秋节临近，经销商和食

品厂陆续进入备货阶段，市场需求得
到提振，预计后期鸡蛋需求量将进一
步增加，鸡蛋价格“双节”前或迎来冲
高阶段。

同时，受降雨天气影响，8月份全
省 蔬 菜 批 发 均 价 较 前 一 月 上 涨
15.48%。其中叶菜类涨幅较大，生
菜、油菜、圆白菜分别上涨 46.23%、
43.02%、32.99%。目前蔬菜生产处
于换茬期，预计后期我省蔬菜价格仍
将在高位运行。

此外，8月份全省猪肉零售均价
较前一月上涨 0.04%。近期天气转
凉，加之大中小学校陆续开学，猪肉
集中消费增加，预计后期我省猪肉价
格有持续反弹的可能。③5

□本报记者 李英华 尚杰

对于农业大省河南来说，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绕不过的
话题是农产品精深加工。

9月4日，新郑市薛店镇的白象食
品生产车间内，一片繁忙景象。14条
生产线加足马力生产，饧好的面从一
端输入，经过压延、蒸煮、切割分排、脱
水、冷却等一道道工序后，包装好的新
品高档方便面从另一端输出。整个过
程仅10余分钟。

“这样的生产基地，白象食品集团
在全国有9家，生产线共97条，每年可
生产方便面 100亿包，消化优质小麦
135万吨。”刚刚当选为省工商联副主
席的白象食品集团董事长姚忠良说。

占据着原料优势、市场优势的河
南，近几年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迅速。

数据显示，我省农产品加工值达到了
2.33 万亿元，已经成为粮食转化加工
第一大省，先后涌现出了一批叫响全
国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每年在驻
马店举行的农产品加工业洽谈会上，
无论是参展企业还是参展产品，河南
都是最多的。

然而，我省的农产品加工却是典
型的“大而不精”。这些加工主要集中
在粗加工和一般加工上，其占比高达
80%，且绝大部分处于初级产品加工
环节。加工能力弱、产业链条短、增值
比例低、竞争力差，成为我省农产品加
工行业向前发展的桎梏。

而如何破除这一桎梏，在农产品
精深加工环节“淘金”，很多企业也都
在苦苦探索。仍以白象集团为例。
1997年，它还是一家仅有一条生产线、
负债累累的小型加工厂，经过20年的

摸爬滚打，现已成长为一家涵盖方便
面、挂面、面点、面粉、饮料等多个产品
种类的全国性企业。

秘诀何在？姚忠良给出的答案
是，深挖消费者需求，加大研发力度，
不断推出新品。

从2002年开始，为了改变消费者对
方便面营养单一的印象，白象组织研发
人员着手对传统骨汤浓缩还原技术进
行攻关，经过一年多数千次试验，先后
研发出几十个品种上百个口味的骨汤，
并在此基础推出了代表作“大骨面”。

白象食品的大骨面连续多年成为
河南销售量最大的方便面单品，并获得
了世界最顶尖的食品行业大奖——“全
球食品工业奖”，目前国内仅有3家食品
企业获此奖项。今年，白象又紧跟消
费升级趋势，研发出售价8块钱一包的
骨汤煮面，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火爆。

如今，白象食品集团每年投入研发
的资金达到数千万元，建成了省级科研
中心，引进和自主研发的具有国际领先
水平的工艺30多项，累计实现专利467
项，其中国家发明专利8项。

科技创新助推企业拉长了产业
链。在做强方便面的同时，白象还围
绕粮食深加工，研发出优质面粉、高端
面点等系列产品，进一步提升了粮食
加工能力。

要用科技的力量推动农业调结
构、提品质、促融合。姚忠良对省委政
研室与河南日报联合推出“河南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系列报道很赞
同。在他看来，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进程中，河南一定要在农产
品精深加工环节下功夫、补短板，进一
步提升农产品的价值，助推“大粮仓”
早日变成“大厨房”。③7

本报讯（记者 王平）记者9月4日从
省卫计委获悉，《河南省护理事业发展实
施方案（2017—2020年）》（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正式下发，方案明确，到2020
年，我省注册护士总数达到38万人，每千
人口注册护士3.14人以上。

重视护士的分类培训
《实施方案》对“十三五”期间我省护理

事业发展主要指标作出明确要求，其中有
多项指标指向了“护士培训”。同时，《实施
方案》将“护士能力提升工程”和“老年护理
服务发展工程”作为“十三五”期间两项重
大工程项目。在“护士能力提升工程”中明
确提出，要重点开展新入职护士、专科护
士、社区护士、中医护士等分类培训。

截至2015年年底，我省注册护士总
数为292798人，注册医师与注册护士比
达到1∶1.12；全省71所三级医院实现优
质护理服务全院覆盖，92.6%的二级医院
开展优质护理服务。

为进一步推进各级医疗机构优质护理
服务向纵深发展，护理服务逐步向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拓展和延伸。《实施方案》要求，
到2020年，全省所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
新入职护士培训实现全覆盖；在原有省级
专科护士培训基地的基础上，优先开设助
产士、卒中护理、社区护理等省级专科护士
培训基地；争取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
士培训全覆盖。

大力发展老年护理服务
如何解决居家养老的医疗和护理等

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实施方案》
明确指出，到2020年，要探索建立系统的

“医疗机构—社区—家庭”护理服务链，逐
步健全老年护理服务体系，医护养结合、
安宁疗护以及社区、居家护理服务进一步
发展；老年护理服务队伍和机构建设得到
大力加强，老年护理服务更加规范。

为此，《实施方案》里的“老年护理服
务发展工程”提出，到2020年，争取每个
省辖市设立一所以上护理院；鼓励社会力
量积极举办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初步形
成一支由护士和护理员组成的老年护理
服务队伍；鼓励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医养
结合及安宁疗护机构、社会相应服务设施
及机构参与老年护理事业。③6

“粮仓”变“厨房”“精深”再发力
——看我省企业如何在粮食加工行业“淘金”

河南出台“十三五”护理
事业发展实施方案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
要达3.14人

河南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即寻停车”等9项目获金奖

受降雨及“双节”临近影响

我省鸡蛋蔬菜价格仍将高位运行

漯河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
753项依申请行政权力事项上网

眼下正是猕猴
桃成熟的时节。9月
4日，罗山县潘新镇
周家村村民刘仁刚
正在为猕猴桃藤加固
绑绳。他流转了635
亩低产田和荒地创
办家庭农场，带着乡
亲们增收脱贫。⑨6
陈世军 摄

瓜果飘香
果农致富

9月 3日，原阳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到结对帮扶村——大宾乡金
马张村，加班加点推进该村电网改造。⑨6 郭昆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9月 4日，
记者从省信访局获悉，为进一步畅通
信访渠道，把群众路线贯彻信访工作
全过程，推动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
合理诉求，即日起，全省各县（市、区）
党政主要领导手机信访号码向社会
公布，信访群众足不出户，发一条短
信就可以反映自己的诉求。

据悉，今年 1月初，省、市、县三
级信访局局长手机信访号码正式向
社会公布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全
省各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手机信
访号码向社会实名公开后，群众可进
行实名制投诉。

省信访局要求，各地各级信访
部门要把信访工作作为了解民情、
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

项重要工作。要构建群众方便快捷
的诉求表达通道，按照“一个短信就
是一个信访事项”的要求，把手机短
信信访事项与正常信访事项同等对
待、同等办理，在第一时间回复信访
群众，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目前，省、市、县三级共公开手
机信访号码 971 个。其中，省、市、
县信访局局长手机信访号码 224
个，省辖市、县（市、区）党政主要领
导手机信访号码 342个，省辖市、县
（市、区）政法委书记手机信访号码
129 个，其他相关单位手机信访号
码 276个。

具体名单详见河南省信访局官
方 网 站 （http://www.hnxf.gov.
cn/）。③6

各县党政主要领导
手机信访号码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