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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敏 刘一宁）9月
24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获悉，2018年国家级引智项目启动
申报，我省用人单位需要聘请优秀外
国专家给予指导的，可以申报政府引
智项目专项经费资助。

2018年引智项目申报重点突出“高
精尖缺”导向，计划大力引进适合领衔
国家重大科研任务、重大工程建设，具
备在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上
实现重大突破潜质的领军人才、顶尖
人才，我省重点支持的装备制造、新材
料、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国家
重大科技专项需要引进的工程技术创
新人才和科技产业创新人才。

2018年国家级引智项目分类主要

包括：战略产业人才引进项目、企业创
新人才引进项目、现代农业人才引进项
目、社会发展人才引进项目、引智成果
示范推广项目五大类。用人单位可根
据自身实际需要申报。

根据规定，对入选的国家级引智
项目，根据专家层次、人数和来华工作
时间，财政将予以50万元及以上经费
资助。未获批国家级项目的，可以参
与我省引智项目的评审，符合要求的
将予以10万元至20万元的经费资助。

省辖市单位可通过所属地区外国
专家局申报，省直有关单位可直接向
省外国专家局申报，中央驻豫单位可
以通过驻地申报。11月 30日前须完
成所有项目网上审核和申报。③5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9月 25日，
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受国庆、中秋

“双节”前消费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
上周，我省生活必需品市场购销活跃，
价格稳中有涨。重点监测的 60种商
品中,30种商品价格持平或下跌。

从省商务厅提供的监测数据来
看，尽管处于“双节”前的购销旺季，但
上周我省粮食和食用油价格均有小幅
下跌。全省粮食零售均价环比下跌
0.18%，桶装食用油零售均价环比下跌
0.13%。目前我省粮油市场供应充足，
运行平稳。

上周，我省猪肉零售均价较前一
周上涨 0.18%。随着“双节”临近，猪
肉市场需求量也将阶段性增大。而伴
随近期阴雨天气增多等因素影响，预

计后期肉类价格将继续保持小幅上涨
态势。

和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禽蛋价
格，上周止涨回落，鸡蛋零售均价环比
下跌0.84%，批发均价下跌0.37%。受
供需关系影响，预计后期我省鸡蛋价
格仍将在高位徘徊。

与鸡蛋价格的高位运行相比，上
周，我省蔬菜和水果价格回落明显。
蔬菜批发均价较前一周下跌 5.94%，
水果批发均价较前一周下跌 1.08%。
9月下旬全省将出现持续阴雨天气，对
蔬菜的生产和销售影响较大。省商务
厅相关人士分析说，预计后期蔬菜价
格以稳为主。与之相对应，随着秋季
时令水果的上市，我省水果价格仍有
下跌的空间。③3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9月 23日，
记者从省妇联获悉，在刚刚结束的首
届中国妇女创业创新大赛上，由省妇
联选送的“木兰故里玫瑰花”项目荣获
创意奖。

据了解，“木兰故里玫瑰花”项目
创办人是虞城县虞玫丰种养殖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朱婧源。2013年，朱婧源
在回到老家虞城县利民镇蔡庄村探亲
时，被家乡落后的面貌深深触动，于是
她毅然辞去城里的工作，回乡创业。

她在2016年3月成立了虞玫丰种
养殖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农户”
模式，种植玫瑰及其他经济作物近

900亩，养鸡 2万只，深加工的产品有
玫瑰花茶、玫瑰蜜酱、玫瑰手工皂等，
预计今年产值可达360万元。

“在省妇联‘巧媳妇’工程的帮助
下，越来越多贫困妇女加入了合作社，
和我一起创业。到了玫瑰收获的季
节，合作社每天用工达600人，其中妇
女超过 500人。”朱婧源说，目前合作
社已带动36户贫困户124人脱贫。

省妇联有关负责人介绍，首届中
国妇女创业创新大赛以“巾帼创新业，
喜迎十九大”为主题，为全国妇女搭建
创业创新展示和服务平台，培养树立
优秀女性创业创新人才。③6□本报记者 陈慧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
年我省提出要着力推进“四优四化”，
优质花生即是“四优”之一。

由于种花生比种玉米、大豆等秋
粮作物比较效益高，农民的种植积极
性也高，我省花生种植面积连年增加，
今年突破2000万亩。

从南到北，我省花生已经迎来大
规模收获期。不巧的是，从9月 23日
开始，我省将连续十几天降雨。阴雨
天气对花生收获影响大不大？花生收
成咋样？市场行情如何？连日来，记
者走访了邓州、正阳、沈丘等地的花生
种植户、加工企业。

天公不作美 雨水影响收成

9月 25日，正阳县付寨乡金汇农
民种植合作社 2800多亩麦茬花生已
经收了一大半，因为24日、25日连续
降雨，机械不能下地，只能雇人抢收。

“今年亩产 700斤左右，产量可以，就
是难收。”合作社负责人陈友亮说。

正阳县连续 20年蝉联全国花生
第一种植大县，今年种植面积又增加
20多万亩，达172万亩。根据天气预
报，一直到10月7日，正阳都以阴雨天
为主，对花生收获极为不利。据悉，该
县已要求相关部门全力以赴组织好花
生收获工作。

摘10斤送 1斤，为了提高工作效
率，沈丘县豫博种植专业合作社雇人
刨花生、摘果直接送花生。3000多亩
春花生，要投入大量的人工，不过，合
作社负责人王振对今年的收成还是满
意的。“春花生产量高，亩产1700斤左
右，每斤湿果能卖1.2元至1.3元，刨去
成本，每亩净落八九百块钱。”王振说。

同样种春花生，邓州的王显君有
些失落。因为前段时间的连阴雨，他
的150亩春花生落了不少果。

“前旱后涝，有些花生出芽、霉变，
今年产量和价格都不如往年。”王显君
说，去年每斤花生米卖到4元以上，现在

每斤3.4元左右，往年一季春花生产量
顶两季，今年和夏花生亩产差不多。

供不应求 高油酸花生紧俏

据了解，由于花生种子成本每亩
地少则200元，多则300多元，不少规
模小的种植户多是自留种子，不会特
地选择优质花生品种。

总体上来看，我省花生种植面积
大、产量大，但大而不优，亟待调整产
品结构。

去年以来，我省在沿黄及黄河故
道32个县（市）区发展优质大果花生，
在豫南豫西豫西南 40个县（市）区发
展优质小果花生。

正阳县今年推广种植8万亩优质
高油酸花生“豫花37”，其中万邦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2000多亩，是省

农科院“豫花 37”标准化生产示范基
地，订单价比市场每斤高出一元钱，省
农科院免费提供种子、化肥。

合作社负责人李合林介绍，前两
天刚测产，一亩地900多斤，比一般的
麦茬花生能高出100多斤。记者随手
拿起一株花生数了数，足足60个果。

据介绍，高油酸花生指的是油酸含
量超过75%或油酸、亚油酸比值不低
于10的花生品种，高油酸花生及其制
品耐贮藏，其货架期为普通花生的2倍。

“关键是这种花生榨出的油品质
接近橄榄油，但比橄榄油便宜得多。”
李合林非常看好高油酸花生的前景，
明年准备种1万亩。

陈友亮也想改种高油酸花生，苦
于种子稀缺。专家分析，与普通花生
相比，优质花生市场供不应求，潜力巨
大，应加快育种、示范、推广步伐。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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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喜一忧 收获季里话供给

9月 23日，郑州市
迎宾路一个广场上，大
型花卉景观吸引了市
民的目光。国庆、中秋
将至，郑州市园林局
将在 市区街头建 98
个立体花坛，让市民感
受到“花团锦簇迎佳
节、绿城添彩景如画”的
佳境。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李林 摄

花海迎佳节
绿城景如画

9月 24日，博爱县寨豁乡玄坦庙村，村民路彩云一家正在卖刚采摘的冬
桃。该县林业局驻村帮扶工作队通过帮助村里发展冬桃种植320亩，带动农户
增收脱贫。⑨6 程全 张恩意 摄

我国粮食生产经过十几年的稳步
增长，早已解决了国民温饱的基础问
题。有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粮食产
量达到 12324.8 亿斤，比 1978年翻了
近一番，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 891
斤。“不愁吃得饱，更想吃得好”已经成
了目前国人的普遍心声。

与此同时，在食用油领域，尤其是
对中国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植物油来
说，我国目前仍然严重依赖“舶来油”。
中国海关总署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我
国2017年8月进口食用油520000吨，
环比大幅增加 92.6%。而纵观整个
1-8月，中国累计进口食用油3560000
吨，同比去年增加了3.8%！

在我国消费者对于“好粮油”的进
一步需求和中国植物油持续依赖进口
的大环境下，国产植物油产业究竟靠
什么才能力挽狂澜呢？

呼之欲出的《中国好粮油植
物油》标准究竟有何亮点？

近期国家粮食局发布了《中国好

粮油植物油》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意
味着新的植物油行业标准即将出台，
而新标准的一个抢眼的亮点，就是它
对植物油中的一项营养物质有着非常
严格的要求。

《中国好粮油植物油》看重
油脂中的什么营养物质？

据了解，植物油的营养伴随物与人

体健康关系十分密切，不同品种的油脂
中营养伴随物的种类和含量差别较大，
由此决定了各种油脂具有不同的营养
价值和健康功能。但是《中国好粮油植
物 油》却 对 植 物 油 中 Omega-3、
Omega-6、Omega-9 等不饱和脂肪
酸的含量标准有着明确的量化要求。
其中Omega-9，就是指的油酸。

油酸的多少对油脂的好坏
为什么这么重要？

油酸，也称之为“单不饱和脂肪
酸”，多存在于植物体内，也是人体脂
肪组织中最重要，也是最丰富的脂肪
酸，被营养学界称为“安全脂肪酸”，一
瓶食用油对人体是否健康，它的营养
是否丰富，首先就要看它油酸含量的

多少。而油酸具体有什么样的功效
呢，就让一瓶油酸含量高于 75%的鲁
花高油酸花生油为你解读答案吧！

很多证据表明，用油酸代替饱和
脂肪酸，能降低诱导人体冠心病发病
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和总
胆固醇的比重。因此，油酸含量越高，
对维持心脑血管健康的帮助就越大。

而且油酸是一种性质更稳定的物
质，无需氢化也可以长久保存，油酸含量
高的食用油从生产到销售液状稳定性
强，可以延长其保质期和货架期，对老百
姓来说，家里存上几瓶高油酸食用油，也
省去了隔三岔五频繁买油的烦恼。

除了以上两点好处，油酸还是安
全性高的抗癌药剂、是前列腺素的先
驱体，对生物机体有调节功能。油酸

可以减少炎症，调节白细胞活动，增强
杀菌作用，抑制癌症扩散和致癌基因
表达，降低血压并减弱自身免疫疾病
的影响。同时能预防心血管及自身免
疫疾病、代谢紊乱、皮肤损伤和癌症等
疾病的发生。因此，当代人经常因为
忙于工作而忘记健康生活，想要身体
健康的精致高品质生活，其实真的少
不了高油酸食用油的调和。

此外，油酸能调节血脂水平，降低
胆固醇，防止记忆力下降。对于患心
脑血管疾病或者阿尔茨海默病（老年
痴呆症）风险较大的老年人来说，常吃
油酸含量高的食用油，对老年人晚年
生活的健康有着非常有益的帮助。

看过了油酸的众多好处，你就明白
了为什么《中国好粮油植物油》评判标准

对不饱和脂肪酸——油酸的要求这么严
苛。而中国好粮油系列标准将继续保障
植物油安全，提升品质和改善公众营养
并引导国产优质油料生产出富有营养的
植物油产品。而以鲁花高油酸花生油为
代表的良心油企也会将“种出好原料、打
造好产品、培育好品牌、吃出好身体”当
成自己身上的重任，打造出更多鲁花高
油酸花生油这样的高品质好油，满足我
国消费者“吃得更好”的需要。

中国好植物油中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是什么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告诉你答案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中秋节临
近，一则在南方某地脏乱小作坊里加工
销售“网红月饼”的新闻，又一次刺激着
消费者的神经。而在我省，一部对食品
小作坊实施更严格监管的法规，正酝酿
出台。9月25日，这部名为《河南省食
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食品小经营店和食
品摊贩管理办法》的法规草案提请省人
大常委会审议，旨在对数量众多、分布
广泛的食品小作坊、小店和摊贩加强管
理，保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备案制改为许可制监管更严

这部法规草案其实是对省人大常
委会 2012 年出台的相关法规的修
订。之所以作出修订，是因为 5年间
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国人大常
委会对食品安全法作了大幅修订，社
会各界对食品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这次修订，除了食品加工小作坊
和摊贩外，还增加了对食品小经营店
进行管理的内容，使法规覆盖面更
全。办法草案对三者分别作出了界
定，总体特征是：人员少、地方小、规模
小、条件简单。具体“小”到什么程度，
办法草案授权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制定，由省政府批准。虽然这里没
有“明说”，但是不是符合条件，相信每
位经营者都会心中有数。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草案对原法
规中关于备案制的规定作了修改，对
食品小作坊和小经营店改为更严格的
许可制，食品摊贩实行备案制。也就
是说，上面所说的“网红月饼”小作坊，
在申请许可期间就要被拒之门外。而
即使拿到了许可证，也有一些食品是
不允许小作坊生产的，包括：乳制品、
白酒、罐头制品、果冻；专供婴幼儿、老
年人、病人、孕产妇等特定人群的食

品；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食品添加剂等。

严管食品原料从根上保安全

办法草案对三类食品经营者，作
出了都要遵守的一般规定，涉及环境
卫生、食品原料、包装材料、生产设备、
个人卫生、用水、食品添加剂和洗涤剂
的使用等方面。此外，还分章节对每
一类经营者作出专门性的规定。

生产食品，原料的质量很关键。
办法草案明确禁止使用下列原料：回
收的食品；废弃食用油脂及其制品；非
食品原料；超过保质期或霉变、腐败变
质的食品原料；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
明的动物肉类及其制品和没有经过检
疫的肉类；用有毒、有害物质处理过的
食品原料；致病性微生物和药物残留、
生物毒素、重金属等超过安全标准的

食品相关产品等。可以看出来，像上
述生产“网红月饼”的小作坊，正是要
严查严管的对象。

杜绝“三无”产品确保全程可追溯

“三无”产品是食品安全的重灾区，
出了安全事故还很难查到具体责任人。
根据办法草案规定，今后小作坊生产的
散装食品，也要在容器或外包装上标
明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生产者名称、
地址、联系方式等，对于批发出去的食
品，要如实记录各项信息或保留票据。

为确保食品全程可追溯，办法草
案要求食品生产小作坊、小经营店如
实记录购进食品原料及相关产品的名
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保质期、供
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内
容，并留存进货记录和票据凭证到一
定期限。②40

我省立法加强食品小作坊和摊贩管理

让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更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