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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薇跑两会·寻找新时代河南新名片②│什么代表河南？

H5│@所有女同胞，心意礼物请查收

iH5│你当温柔，却有力量！

直播大联动│奋起！河南等7个第三批
自贸试验区

“穿越”40年│感受改革开放河南巨变

“标”志河南│巧打旅游牌 焦作变化翻天覆地 更多内容请扫一扫

中央厨房融媒产品导读

两会影像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全国
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8日上午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主要
议程是：听取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章程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举行
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会议
主持人汪洋出席会议。

会议执行主席是刘奇葆、帕巴
拉·格列朗杰、王正伟。会议由刘奇
葆主持，他说，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
节，让我们向全体女委员、女同志表
示节日的祝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国务委员郭声琨，以及中共
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出
席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了政协第十二届
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庆黎
作的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
程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张庆黎就政协章程修改的工作
情况、修改的原则、修改的主要内容
作了说明。他说，中共中央决定适时
修改政协章程。这是中共中央关于
修改党章、修改宪法和修改政协章程

总体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我
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件大
事。修改后的政协章程总体保持稳
定，增减部分章节，完善重大表述。

随后，13位政协委员围绕全面深
化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等作大会发
言。

张季委员指出，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他提出了绘好
改革施工图、打好改革攻坚战、坚持
问题导向、宣传改革好经验四点建
议。

李惠东委员代表民革中央发言
说，要加强西北地区统筹协调，解决
好部分省区陆路、航空口岸定位和
布局趋同等问题，注重协同发展，优
化产业布局，加强中欧班列的国内
国际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楼继伟、张道宏、周汉民、王一
鸣、宋海、陈进行、羊风极、王建沂、胡
曙光、王荣、李稻葵等委员也分别发
言。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主席
团常务主席董建华、何厚铧、卢展工、
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出席会议。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两会好声音好声音

本报讯（记者 柯杨）河南的“半
边天”最关心什么？她们最想把哪些
话题带上全国两会？3月 8日，在河
南团分组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河
南省妇女联合会主席郜秀菊揭晓了
答案。

郜秀菊说，两会开幕前，省妇联
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面向全省征集
广大妇女的心声与建议。

梳理发现，河南“半边天”的关注
点集中在六个方面，除了“三农”相关
问题、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加大社会
保障力度等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话
题外，女性还有一些特别关注的领
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盼享受更
好更优教育，比如多建中小学幼儿
园，降温“择校热”，开设更多婴幼儿
托管机构，缓解“带孩难”等；二盼更
好维护合法权益，特别是消除女性创

业就业歧视，创造更加公平的就业环
境，在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的过程中，注重保护好妇女权益；
三盼得到更多专业指导，形成政府主

导、社会支持、家庭参与的家庭教育
工作格局，进一步明确家庭教育各项
保障措施，以好家风带动好民风。

“职场上女性和男性一样忙碌，

但在家庭中，女性作为妻子、母亲、女
儿，付出相对更多，因此也需要得到
更多的关注和关爱。”郜秀菊说。

开展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
带动农村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实施

“阳光母亲”计划……在河南不断加
大民生保障力度的基础上，郜秀菊
建议，加大“两癌”患病妇女的救助
力度，避免更多的家庭因此陷入贫
困；加大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阵地
建设力度，让女性和孩子有更多交
流学习分享的公共场所；推出更多
的政策和资金扶持，使“二孩”时代
有更多的机构愿意投身婴幼儿托管
工作；在深化农村改革中，维护妇女
的土地权益，在法律上明晰农村妇
女作为家庭成员的财产权益，特别
是不让丧偶、离婚妇女的正当权益
受到损害。③3

关注“她之声”释放“她力量”

3月8日下午，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河南代表团部分女代表在
小组会后合影留念，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⑨3 本报记者 郭宇 摄

总编有约有约

3月6日，河南代表团在驻地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宪法修
正案。乡村女教师李灵代表发言时表示完全赞成和拥护，说
到激动处，她站起身来，右手放在胸口表示：心中有“宪”，行
中有“宪”。⑨3

“看看！天安门广场上代表团用的宇通车一年比
一年多。”走出人民大会堂，汤玉祥登上停在天安门广
场上的宇通大巴车，乐呵呵地给车上的代表当起了讲
解员。今年，宇通已是第14年入选全国两会服务用
车，143辆大中型宇通客车（含备用车辆）服务全国两
会，成了当之无愧的主力用车。⑨3

本栏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杜小伟 摄

河南团审议间隙，老支部书记李连成代表虚心向鲜
易控股董事长朱献福代表请教：“你们的企业咋弄的！
规模那么大，名气那么高，啥叫O2O冷链生鲜？”朱献
福通俗地回答：“你想买啥我送啥，你想卖啥我也送啥，
都用冷藏车，全球送新鲜货！”老支书竖起大拇指：“好，
咱们要合作，让俺村也沾沾光。”⑨3

心中有‘宪’，行中有‘宪’”
代表团用的宇通车
一年比一年多”

总有感动在心中

咱们要合作，让
俺村也沾沾光”

（上接第一版）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
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
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
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
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要推动
乡村生态振兴，坚持绿色发展，加强
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扎实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
划，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农村
生活设施，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
丽家园，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
支撑点。要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
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
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
层党组织书记，深化村民自治实践，
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健全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
治理体制，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要推动乡村振兴健康有
序进行，规划先行、精准施策、分类
推进，科学把握各地差异和特点，注
重地域特色，体现乡土风情，特别要
保护好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
建筑，不搞一刀切，不搞统一模式，
不搞层层加码，杜绝“形象工程”。
习近平强调，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
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
把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广
大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习近平强调，海洋是高质量发
展战略要地。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
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
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
为海洋强国建设作出贡献。

李克强、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分
别在辽宁代表团、安徽代表团、山西
代表团、福建代表团参加审议。

扎扎实实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好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邵
可强 侯梦菲）“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就
要创建‘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我建
议在许昌设立国家级示范区。”3月8
日下午，在北京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
媒体报道中心，全国人大代表、许昌市
市长胡五岳接受了记者采访。

胡五岳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建设制造
强国。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要“创建‘中国制造2025示范
区’”。对许昌来说，这既是提出高要
求，又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许昌设立“中国制造2025”国家
级示范区，有何优势？胡五岳说，首
先许昌有坚实基础优势：产业基础雄
厚、顶尖企业较多、民营经济发达、配

套能力较强、营商环境优良。
其次，许昌示范作用突出。因为

许昌在中部地区很有代表性，在许昌
设立“中国制造 2025”国家级示范
区，有利于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能够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同时，许昌已经迈出了坚实步
伐。比如，我们深化对德国的合作，
仅去年就落地项目 10个、新签约项
目25个，通过引进再创造先进技术，
极大提升了许昌制造业的质量和水
平。随着中德（许
昌）中小企业合作
区成功获批，许昌
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迎来了更广阔
的空间。③3

许昌市市长胡五岳做客《总编有约》

建议在许昌设立
“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

□本报记者 方舟 尚杰

“我算了一笔账，按照一亩地的小
麦来计算……”3月 8日下午，北京河
南大厦，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河
南团代表在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过程中，全国人大代表、周口市市长丁
福浩的发言引起了代表们的关注。

丁福浩说，一亩地小麦每年的投
入，农药 50元，种子 50元，化肥 200
元至 250元，整地 80元，机播 20元，
机收 50元，浇水 100元至 150元，人

工最少 50元至 100 元，每亩成本是
600 元至 750 元不等。按照每亩产
1000斤小麦，每斤1.1元的收购保护
价，收入1100元，加上种粮补贴每亩
110元，总收入是1210元，除去成本，
每亩收入460元至610元。种粮食的
性价比较低。

丁福浩说，周口是传统农区、产
粮大市，耕地面积1156万余亩，常年
粮食产量 160 亿斤左右，有 8 个县
（市）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近几年，中央在项目安排、资金支持

上给予粮食主产区较大倾斜，有力支
撑了传统农区发展。由于种粮不产
生税收，地方财源紧张，作为人口超
千万的大市，一般预算收入不到120
亿元，在公共支出方面不足。

“财政报告指出，要完善农业补贴
制度，增加产粮大县的奖励投入，我们
看了很振奋。”丁福浩提议，进一步加
大对粮食主产区的奖补力度，尤其是
在农机、种子、化肥购买方面，加大财
政转移支付力度，保护农民的种粮积
极性，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上。
全国人大代表、驻马店市市长朱

是西发出了同样的提议。驻马店也
是个农业大市，一年一度的中国农洽
会在该市举行。朱是西说，一亩小麦
的纯收益是 400 多元，种粮收益偏
低，导致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应出
台对策，让农民安心、主动种粮，让种
粮的农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奔小康，让
粮食主产区的地方政府不再作难。
他提议，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转
移支付力度。③7

晒晒粮食大市“种粮账本”
——代表们呼吁加大对传统农区支持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