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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

原河南省冶金建材厅巡视员
李跃祖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7年 10月 21日 5时 10分在郑
州去世，享年77岁。

李跃祖同志 1940 年 4 月出
生，新乡市人，1965年 9月参加工

作，1981年 1月入党，1965年 9月
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曾
任上海冶金设计院技术员，河南省
冶金设计院副科长、院长，河南省
冶 金 建 材 厅 副 厅 长 、巡 视 员 。
2000年5月退休。

原开封医学专科学校党委书
记李子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7年 8月 10日在开封逝世，享
年86岁。

李子荣同志 1931 年 10 月出
生于江西省兴国县，1951年5月参

加工作，195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任新乡师范学院马列主义
教研室秘书、助教、学生年级主任、
学生党支部书记，开封医学专科学
校宣传处副处长、党委书记等职。
1992年1月退休。

李子荣同志逝世

李跃祖同志逝世

写在全年粮食生产再获丰收之际（下）

静 悄 悄 的“ 变 革 ”
——看小农户如何“牵手”现代农业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最是书香
能致远,读书之乐乐无穷。12月 12
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与河南工业大
学联合举办的“校企合作育英才 翰
墨书香满校园——学习十九大精神
校园读书月”系列活动在大河书局河
南工业大学店启动。

此次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名师导读”系列活动中，同学们
可与知名作家、出版人或大学生创业
精英零距离接触，围绕文化生活、就
业指导、能力拓展等进行交流学习。
大河书局工大店还联合河南工业大
学图书馆专设精品图书展示区，特别
是十九大读物展示区旁边专门备有
便利贴，同学们可以互相交流心得感
悟；12月份每周日晚7:00，大河书局
工大店都将开展“品读经典”影片欣
赏活动；设立图书漂流地，师生们可
以在这里交换或捐赠图书，捐赠的图
书将捐献给贫困山区儿童；举办“方
寸世界蕴书情”书签、海报设计大赛，
优秀设计作品将统一印发，作为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河南工业大学书香校
园活动文化名片；举办“爱眼·悦读之
星”优秀十九大报告朗读者评选活动
以及“学习十九大精神”校园主题征
文活动；举办书香校园建设成果展，
展示大河书局、河南工业大学图书馆
践行“实体书店进校园”所取得的累
累硕果。

活动启动仪式上，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大河书局工大
店的建设和系列读书活动只是一个开
始，大河书局致力于推动全民阅读工
作，正面向全省大中专院校、中小学校
实施实体书店进校园计划。不久的将
来，大河书局会开办更多校园书店，让
更多人参与到全民阅读之中。

河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元表
示，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书局与河
南工业大学图书馆将以本次活动为
契机深化合作，必将对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学校思想政治
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产生深远影响。③4

□本报记者 李英华 刘红涛

农业大省又迎来了丰产年！12月
11日，我省全年粮食产量数据出炉，“中
原粮仓”贡献粮食 1194.64亿斤，比去
年增产5.38亿斤，为历史上第二个高产
年。秋粮播种面积6995.73万亩，比上
年减少195万亩。其中，玉米种植面积
减少250万亩，水稻、高粱、谷子等农作
物种植面积均不同程度增加。我省农
业种植结构更加优化，区域布局更加合
理，在提质增效之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
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近两年，围绕粮食生产，我省不断深化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社会化服务体
系日益健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正
在进行有机衔接，传统农业大省的生产
方式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机械化赢得“加速度”

“如今农民种地轻松多了，从耕到种
到收，再到运，全靠机器。今年6亩小
麦，半小时就收完了。”12月8日，回忆起
今年三夏农忙时节，安阳县崔家桥镇隆
化村农民杨月平直夸机械化的好处。

回首三夏，全省共组织农机400多
万台(套)，机收小麦8100多万亩，机收率
达98.8%，日均收获小麦近1000万亩。

目光再转向三秋，我省多年未遇的
华西秋雨，给收获、整地、播种等带来了
不利影响。450万台（套）农业机械抢
农时抗灾害，成功实现龙口夺粮。在恶
劣天气面前，全省农机合作社发挥了抢
收抢种的主力军作用。全省2300多台
烘干机关键时刻显神威，保障冒雨抢收
的农作物颗粒归仓。

目前，全省6700多个农机专业合
作社引领着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开展，服
务领域由耕、种、收为主向产前、产中、
产后全程化作业加快拓展，航空植保、
机械烘干等薄弱环节也实现新突破，机
械化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持续提高。

省农机局局长凌中南认为，农业机
械化催生农业生产大变革，不断完善的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将成为有效推动
农民增收的新渠道。

土地托管提高种植效益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保持土地
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
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给广大农
民吃了“定心丸”。可以预见，在未来相
当长时期内，以小农户为主的家庭经营
仍是我国农业的基本经营方式。

一家一户的家庭经营生产方式，面
临着种地人口老龄化、土地零碎化、农
业收益偏低化等问题。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

衔接，土地托管服务模式正以燎原之势
在中原大地铺展开来。

项城市红旗合作社推出半托管、全
托管两种模式，托管了全县16万亩地。
合作社董事长栾玉亭介绍，农户把土地
托管给合作社，集中进行农资采购、规模
化机械作业，每亩地投入节省 240多
元。推广深耕、深松等新技术，每亩平均
增产100公斤。“土地托管模式既破解了
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难题，又实现了生
产环节节本增效、农民增产增收。”

正是这种“我的地，你来种；我付费，
共收益”的托管模式，形成了政府保粮、
农户增收、托管主体获利的“三赢”局面，
农民实现“离乡不丢地、不种有收益”。

农业部经管司巡视员冀名峰如此评
价这种模式，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生产托
管是社会化服务直接服务农业和农户最
具有时代意义的方式，是实现农户与现
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经营模式。

小农户共享现代农业红利

“今年通过组成联合体，农民通过
我们购买种子化肥等农资成本节约了
25%，农机服务成本下降了30%。”说起
节本增收的效果，上蔡县天一现代农业
产业联合体负责人金祥利滔滔不绝。

该联合体由51家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抱团”组成，包含从生产到销售的各
个环节。“月底前我们准备种5万亩土

豆，计划明年‘五一’前后上市，通过联合
体下属的港深生态农业公司销往深圳、
香港等地，抢占市场空缺。”金祥利说。

目前，我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
农业企业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
过“合作社+农户”“公司+合作社+农
户”“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等多种
形式，探索并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
制，实现双方或多方共赢。

不断完善的农业经营体系，源自多
途径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了小
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过去
五年，我省不断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力度，全省已培育各类新型职业农民
31.68万人，其中生产经营类9.64万人、
专业技能和专业服务类22.04万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
村现代化，小农户不能‘掉队’。”河南农
业大学副教授李伟提出，一方面通过土
地流转、托管等方式，推动适度规模化
经营，让农业生产更加高效；另一方面
健全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紧
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小农户共享现代
农业发展红利。

农业兴则农民富，仓廪实则百业兴。
从刀耕火种之中走来的中原农业，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通过不断完善多元
化、专业化、市场化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小手”拉上“大市场”，一步步勾勒出现
代农业强省的壮美画卷。③7

本报讯 12月 12日，由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省委省直工委、省工商联、
省慈善总会共同主办，河南日报农村
版、中原三农网承办的 2017中原十
大公益慈善人物暨中原十大公益慈
善组织推选活动网络投票仪式，在河
南日报报业大厦融媒大厅举行。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慈善事业，积极完善扶持政策，营造社
会氛围，健全监管体系，促进了我省慈
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各类慈善组织、爱
心人士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扶贫赈
灾、扶老助残、助学助医、生活帮扶等
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努力开创新
时代我省慈善工作的新局面，四家单
位联合开展了此次推选活动。

据了解，本届推选活动8月份启
动，通过省慈善总会和各级工商联组
织推荐和层层筛选，24位候选人和
22个慈善组织脱颖而出。

本次网络投票微信通道已正式
开通，每个候选人物、慈善组织的事
迹也同时公布，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即
可进入投票页面，每个微信号每天限
投一次，投票截止日期为 12 月 27
日。投票结束后，活动组委会将综合
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结果，最终确定
中原十大公益慈善人物和中原十大
公益慈善组织。

在启动仪式上，5位社会爱心人
士还分别向省慈善总会安心天使儿
童守护基金现场捐赠善款。③4

（本报记者）

12 月 12 日，航拍的郑
万高铁跨 107 国道长葛市
境连续梁合龙现场。为确保
工程如期完成，项目建设单位
开足马力，抢抓工程进度，快
速有序推进项目建设。⑨3
牛书培 摄

校企合作育英才 翰墨书香满校园
“学习十九大精神校园读书月”活动在大河书局启动

2017中原十大公益慈善人物
推选活动网络投票启动

全省各地兴起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热潮

学思践悟 以学促做 干在实处

郑万高铁
建设忙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孟向东
赵春喜 杨晓东 郭海方 王延辉 河
南报业全媒体记者刘宏冰 王娟）知
之愈深，行之愈实。《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二卷甫一发行，我省党员干部
群众便迅速兴起学习热潮。大家纷
纷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是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权威读本，要坚持学思践悟相结
合，以学促做，干在实处，奋力谱写让
中原更加出彩的崭新篇章。

信阳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信
阳市公路局局长朱时锋表示，《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二卷集中反映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脉络和主要内容，充分体现了我们党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
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的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是深入学习掌握十九大精
神的权威读本，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推动十九大精神在信阳
落地生根，坚决打赢老区脱贫攻坚战，
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为
我们打开了一扇学习领会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新窗口，也为我们纪检监察
党员干部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

供了新动力。”郑州经开区党工委委
员、纪工委书记武斌表示，身为纪检
干部，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

“总书记非常善于用典故讲故
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不仅
思想精辟深刻，语言也很鲜活、生动、
接地气。”漯河市科技局局长袁国亮
表示，要坚持学思践悟、学用结合，既
学总书记深邃的思考、广博的学识，
又学总书记为民的情怀、朴实的文
风，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自觉，
以永远在路上的精神锲而不舍抓好
作风建设，以良好的作风推动十九大
精神落实在具体工作中。

周口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
联主席史豪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文化自信，
关键是要落实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文化强省的建设上来。当前，我省
正处于从“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
省”转型的关键时期，要激发中原文化
发展新活力，不断提升河南文化软实
力，一方面要将中原文化“内化于心”，
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角度认识中原
文化，获取精神滋养；另一方面要将中
原文化“外化于形”，增强中原文化影
响力，深度挖掘中原文化的理论和时
代内涵，逐渐构建起具有河南特色的

文化符号体系和价值认同，打造河南
记忆、河南价值和河南印象，以生动的
中原故事传承中原文化、构筑中原精
神、促进中原发展。

驻马店驿城区委书记贾迎战认
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生动
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历程。要大
力推动全区党员干部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南召县委书记刘永国说：“深刻

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核心要
义，关键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
夫，自觉运用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在南召大地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③4

12 月 11 日，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蔚蓝书店，读者正在翻阅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视觉新闻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宇
娇）12月 12日，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
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设
研院”）首次公开发行A股上市仪式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举行。这是继河
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之后，
我省交通运输系统第二家企业上市。

作为河南交通建设的“老字号”，
始建于 1964年的设研院（前身是河
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目前已发
展成为我省规划设计领域的骨干型
优秀企业。得益于河南承东启西、连
南贯北的突出区位优势，以及公司自

身的严格管理和规范运营，设研院此
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证
券代码为“300732”，普通股股份总
数为7200万股，首次公开发行1800
万股。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张琼表示，此
次设研院上市标志着我省交通运输
企业的规范管理上了一个新台阶，对
我省交通企业的资本化进程起到了
重要的引导作用，同时将更好地协助
我省加快打造全国现代立体综合交
通枢纽和现代物流中心，助力河南由
交通大省向交通强省迈进。③7

又一家交通运输企业在A股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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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冠星）12 月 12
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
悉，由省委组织部联合该厅等共同举
办的第三届“圆梦中原”——河南省赴
京招聘高校毕业生专项服务活动将于
12月1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本次招聘活动定于本周六在中
国人民大学世纪馆举行。招聘对象
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等知名高校的毕业生。招聘活动
现场设机关、事业单位（包括高校、科
研院所）、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站）、企
业（中央驻豫企业、省属国有企业、大

型民营企业）、郑州市、洛阳市、平顶
山市和新乡市八个招聘（录）区。

本次招聘活动将有224家单位参
加，计划招聘人数为8056人。其中，
省政府办公厅、省发展改革委等13家
机关计划招聘75人；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省疾控中心等 54家事业单
位，计划招聘3676人；郑州大学、河南
大学等39家单位的博士后流动站、工
作站、研发基地计划招聘829人；中原
银行、许继集团等40家企业计划招聘
1455人；郑州、洛阳、平顶山、新乡四
市计划招聘2021人。③7

本周六河南赴京招揽高层次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