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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松

2月28日上午，杞县葛岗镇西云
村党支部书记任文群急急忙忙把村
两委成员叫到村西头的麦田边。

“啥事儿，非要来这儿说？”大伙
儿问。

“今年村里打算建蔬菜温室大棚
和规模养殖场，你们看这个地方行不
行？”任文群问。

去年，西云村发展出现了新矛
盾：养殖户在家里养鸡养鸭，气味大
不说，粪便不好处理，村民有意见。

个别种植户滥施农药，大蒜品质不达
标，卖不上好价钱。

“这些问题，成了压在我心里的
一块大石头。”任文群说。春节前，他
便和村两委成员多次商量流转土地
建养殖场和温室大棚的事。

今年 55岁的任文群，三十出头
便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刚上任时，村
民不相信这个毛头小伙子能把又穷
又乱的村子治理好。

“只有踏踏实实做事，才会得到
大家认可。”任文群上任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为群众寻找致富门路。

杞县有种植大蒜的传统，但都是
村民自种，不成规模。走访大蒜市
场，咨询农业专家，任文群决定：种大

蒜，富村民。
他带领两名村干部到山东寿光

购来大蒜种子和地膜，指导村民种
大蒜。为减少村民对种蒜赔钱的
忧虑，任文群和村里的党员干部带
头试种，看到种蒜的收入一年比一
年高，跟种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
年，西云村大蒜种植面积常年稳定
在 3000 亩以上，每到大蒜收获季
节，从四面八方来收购的车辆络绎
不绝。

一个产业搞火了，任文群仍不满
足，想尽办法为村民找其他致富路
子。动员村民饲养家畜，帮助村民联
系劳务输出、到市县申请农业资金支
持，建微信群引进项目……挣钱路子

越来越多，村里闲人越来越少，村民
腰包越来越鼓，西云村成了全县致富
先进典型。

大小街道铺着水泥路，街道两
侧高大的梧桐树整齐排列，超市、
饭店、医院招牌一字排开，活动中
心健身器材齐全……村民富了，
村庄美了，生活好了。但任文群
心里并不轻松。眼下，建蔬菜温
室大棚和规模养殖场是他最大的
心事。

“必须先解决好这些群众最关心
的问题。”任文群说，“中央发出了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员令，我憋着一
股子干劲儿，有信心带领村民把西云
村建设得越来越好。”③5

□本报记者 刘红涛

为养护黄河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生
物多样性，农业部决定自2018年起实
行黄河禁渔期制度，每年4月1日12时
至6月30日12时，禁止所有捕捞作业。

作为黄河主要流域，我省如何实
施黄河禁渔？禁渔之外又有哪些措
施？3月 1日，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
行了采访。

母亲河里鱼儿多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进入
我省后自西向东依次流经三门峡、洛
阳、济源、郑州、焦作、新乡、开封、濮阳
等地后入山东，穿越河南境内 711公
里、流域面积3.6万平方公里。

“丰富的水域资源，滋养种类繁多
的鱼类。”省农业厅水产局的石章锁介
绍，上世纪80年代初的渔业资源调查
显示，黄河干流河南段有鱼类51种，隶

属于6目11科，以鲤科鱼类为主，鳅科
鱼类次之，还有其他科的一些种类。
其中，主要经济鱼类有鲤鱼、鲶鱼、鲫
鱼、草鱼、鲢鱼等。

2015年，我省启动新一轮渔业资
源调查活动，目前工作仍在进行。通
过市场收集、访问调查、资料查阅及多

种采捕相结合等方式，黄河干流已确
定鱼类7目14科74种。

禁渔与增殖放流并重

根据农业部要求，今年起实行黄
河禁渔期制度。各省（区）根据本地实

际，可适当扩大禁渔区范围，延长禁渔
期时间。

其实，在实行黄河禁渔之前，我省
已发布通知，河南境内长江支流及水
库、淮河干流也都实施禁渔，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1 日 0 时至 6 月 30 日 24
时。禁渔期内，禁止所有捕捞作业，禁
止销售、收购、加工在禁渔期和禁渔区
内捕捞的渔获物，常年禁止使用电毒
炸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等
内容。

除了禁渔之外，为保护渔业资源，
修复水域生态环境，我省积极开展水
生生物资源保护工作，开展渔业资源
增殖放流。

石章锁介绍，今年计划在黄河干
支流及小浪底等大型水库放流经济鱼
类，并组织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水域生
态建设等方面的专题研究，探索渔业
资源增殖和水域生态建设的有效途
径，不断改善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促进
渔业可持续发展。③3

□本报记者 李点

随着需求量日益增加，越来越多
的小食摊小饭店进入外卖市场。他们
的食品质量咋样？能让人放心吃吗？

3月 1日施行的《河南省食品小作
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中，对外卖产品的质量和
监管作了相应规定。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
者应当对入网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
摊点进行实名登记，明确其食品安全

责任，并检验其登记证或者备案卡。”
除了要求实名登记，《条例》还规定，
小作坊向商场、超市、单位食堂、餐饮
服务单位或者通过网络销售其生产
加工的食品，应当提供登记证或者食
品检验合格证明文件。网络食品交
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发现入网食品
经营者有违反规定的，应当及时制止
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有严重违
法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提供网络交
易平台服务。

经营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
（简称“三小”）要先到所在地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进行备案，申请材料齐全并
审查合格的，可当场登记。

“三小”从业人员多是接触直接入
口食品的工作，为了保障消费者身体
健康，《条例》规定，从事小摊点经营活
动，应当持本人身份证明、健康证明和
拟从事项目的说明进行备案，小摊点
应当在明显位置悬挂或张贴从业人员
健康证明。“三小”接触直接入口食品
从业人员未取得有效健康证明的，由

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停止相关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处
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此外，《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通过奖励、资金资
助、减免场地租金、信贷支持等措施，支
持“三小”改善生产经营条件，提高工艺
技术水平，发展特色食品生产，创建知名
品牌；鼓励建设改造适宜“三小”生产经
营的集中场所，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及配
套设施；鼓励建设特色食品街，通过多种
方式扶持我省“三小”行业发展。②40

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王
风娇）3月 1日，记者从鹤壁市商务局
获悉，总投资126.5亿元的17个项目
日前在该市集中签约，涉及清洁能源
与新材料、绿色食品、现代农业、现代
物流业、电子信息、镁精深加工等领
域，将为鹤壁市主导产业的发展注入
新的动力和活力。

据悉，本次签约项目中的“巨无
霸”为总投资 30亿元的万邦农产品
物流项目。该项目的投资方——河
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是目前国内交易额最大的农产品
批发市场，集农产品集散、展销、交易

于一体，年交易额超千亿元。
“我省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

位条件和‘双十字’大交通格局，为
我市发展物流产业提供了重要支
撑。”鹤壁市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该市积极培育了玖洲国际物流等
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物流企业，
规划建设了钜桥商贸物流园区等载
体平台。

“今后，我市将主动融入全国、全
省物流网络，重点发展冷链、农贸等
专业物流，积极培育‘互联网+物流’
业态，打造豫北地区重要的物流节点
城市。”该负责人说。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通讯员
王雪红）2月 28日，三门峡市2018年
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暨戴卡轮
毂有限公司二期年产 400万只轮毂
项目启动仪式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主会场举行。当天，三门峡各县（市、
区）还设立分会场，全市共有 112个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此次集中开工的 112 个重点项
目，总投资232亿元，涉及工业、现代
服务业、农林水利、交通、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多个领
域。其中，戴卡轮毂有限公司二期

400万只轮毂项目围绕汽车轻量化
主题打造智能化工厂，项目建成后，
该公司将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工艺设
备最先进的轮毂智能制造标杆企
业。

此次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是三门
峡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加快推进转型创新发展的重大
举措，打响了三门峡市“项目建设攻
坚年”的“第一炮”，对推动全年经济
平稳增长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为加
快产业转型升级、建设省际中心城市
注入新的强劲动力。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 通讯员
周杰）3月 1日，记者从郑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获悉，郑州国际物流园
区成功晋级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
这是郑州国际物流园区获得的第一
个“国字号”荣誉，标志着该园区在物
流基础设施建设、现代物流产业发展
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

日前，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
住建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第二批示
范物流园区工作的通知》，公布了第
二批示范物流园区名单，郑州国际物
流园区赫然在列。

据介绍，近年来，郑州国际物流
园区物流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截
至目前，该园区累计签约物流项目
78 个，协议总投资 440 亿元。建成
物流项目 23 个，建成仓储面积 400
万平方米；通过二次招商引进物流
企业 127 家，现代物流企业入驻总
数达到 205 家，其中包括京东、顺
丰、德邦、普洛斯等一大批知名物流
企业。2017年，该园区现代物流业
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260 亿元，已基
本建成郑州乃至全省物流产业发展
的核心集聚区。③3

本报讯（记者 栾姗）3月 1日，记
者从省发改委获悉，《河南省城镇管
道天然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印发，城镇燃气企
业配气价格每3年校核一次。

《办法》指出，根据国家深化天然
气价格改革精神，贯彻“准许成本加合
理收益”的定价原则，城镇燃气企业配
气价格制定和调整过程中，测算价格
水平过高或调整幅度过大的，可综合
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用户承受能
力等因素，适当控制价格水平或降低
调整幅度，避免价格过高和大幅波
动。对应调未调产生的收入差额，可
分摊到未来年度进行补偿或扣减。在

核定配气价格、建立监管规则的基础
上，鼓励各地对非居民用气配气价格
实行政府指导价政策，允许下浮配气
价格。鼓励拥有多家燃气企业的城
镇，探索放开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

《办法》要求，城镇配气价格的制
定和调整，由省辖市、县（市）主动实
施，也可由城镇燃气企业向同级价格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新通管道天然
气的城镇，在投产运行前，应主动向
同级价格主管部门提出定价申请，经
批准后执行。进入配气价格定调价
程序后，城镇燃气企业应通过其门户
网站或指定平台公开收入、成本等相
关信息，公示期不得少于30日。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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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邓放 摄影报道

范艳是郑州市管城区的一名环
卫工人。她在平凡的岗位上一干就
是23年，曾多次被评为市级劳动模
范。

6年前，记者曾经采访过她（河
南日报 2012 年 2 月 24 日 11 版）。
当时她和丈夫、儿子、女儿一家四口
住在一间不足 30平方米的民租房
里。6年过去了，范艳的儿子娶媳生
娃，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凭
着勤劳的双手，2017 年，范艳在郑
州市区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新房。

春节过后，记者再次走进范艳
的新家，看到一家人围着饭桌，吃着
丰盛的饭菜，温馨的画面，充满了幸
福感。⑨6

2月28日，南阳市社科联组织城区中小学生到社旗县大冯营镇中心学校
开展联谊活动。孩子们拿出自己的压岁钱，为大冯营中心校贫困学生送来了
篮球、文具、图书等，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⑨3 申鸿皓 摄

环卫工的
幸福生活

图① 6年前，一碗炒萝卜丝、一
碗土豆丝，饭菜虽然简单，但全家人
吃得很开心。

图② 凌晨4点，范艳在工作。
图③ 范艳（左三）和家人在新

房里看电视。

时间：4月 1日 12时至 6月
30日12时
范围：河南境内黄河干流和
洛河、沁河支流及水库
等天然水域

今年我省黄河禁渔
时间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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