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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青春派①│这些名片，“拼”出了一个新河南

互动H5《致未来的你》│为美好生活奋斗吧！

改革开放40年·创业篇│创业是一种奋斗，
与改革开放共振

我为老家河南代言│她感动了中国，
却说河南人都这样！

“标”志河南│从中原油田到“龙乡”
濮阳玩转资源和文化

中央厨房融媒产品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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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影像

两会好声音好声音

本报讯（记者 柯杨）“基层警力
严重不足、设备设施保障不足，成为
中西部地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河
南的情况就是一个缩影。”3月 8日，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河南代
表团分组会议上，这个话题引发了代
表们的共鸣。

舒庆代表介绍了河南的相关情
况：河南的警力万人比在全国处于
垫底位置。基层警力严重不足，民
警压力大、任务重，这是民警因公殉
职现象并不少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少派出所连办公用房这样基本的
工作条件都得不到保障，几乎每个
省辖市都存在无房、危房派出所的
情况。

宋殿宇代表、路俊霞代表等认

为，我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
键阶段，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
复杂的变化，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工作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而中西
部地区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欠账
较多等因素的影响，政法及公安机关
在基础设施、执法装备等方面，相比
发达地区差距较大，相比实际工作要
求差距也比较大，严重影响了实战能
力和执法水平的提升。

代表们建议，出于维护国家安
全、守护社会安全的考虑，建议进一
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平安建设，特别
是人员编制、基础设施装备建设等方
面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支持平安
中国建设，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有效维护公共安全。③5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焦莫寒）3月 8日，在北京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全媒体报道中心，全国人大代
表、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所
长许为钢做客《总编有约》，与记者一
同畅谈“乡村振兴”这一话题。

“乡村振兴是一个伟大的战略，为
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
向。”许为钢表示，乡村要振兴，产业兴
旺是根基，要改变单一的传统农业形
式，拓宽乡村产业链，使产业发展多元
化，把农业科技作为重要手段，有力助
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审时度势培

养职业农民，提升农民素质，让更多人
才留在农村这片广阔天地。要加强农
村环境治理，保持乡村的生态美。

许为钢说：“如果有那么一天，农
民和城里人一样富裕，农村呈现出崭
新的生态美，农
业实现了现代
化，这就是乡村
的 美 好 未 来 。
我和大家一样，
满心期待着这
一天快点儿到
来。”③4

关注基层公安 守护你我平安

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许为钢：

乡村振兴大美画卷正铺开

□大河财立方记者 王鲁峰 周世龙

“金融豫军这几年大显身手，其
实食品豫军也大有可为。希望河南
食品企业不仅能在全国群星灿烂，还
要有走向世界的雄心。”3月 9日，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河南代表团
驻地，全国人大代表、思念集团创始
人李伟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应尽快
建立食品豫军联动机制，进一步做大
做强河南本土食品产业，在全球市场
竞争中抱团发展。李伟的建议得到
了与会食品行业代表的积极回应。

全球布局
河南食品企业开辟新蓝海

李伟的这一呼吁，缘于一次“出
海行动”。

2017 年 11 月 8日，思念在美国
的工厂正式投产运营，李伟透露，第
一批在美生产的速冻水饺曾一度卖
到脱销。

李伟说，目前思念除了与当地的
餐饮企业合作，还入驻了大型连锁超
市，从目前的销售情况看，思念的速
冻产品在美国市场产生了“鲶鱼效
应”，盈利表现抢眼。

“这是一片新的蓝海。”李伟说，
对于食品豫军来说，更是“风口”，目
前河南正在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对外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食品
豫军应牢牢抓住发展机遇，走出国
门，寻找新的增长点。

两会发声
面对新环境有不同解法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河南
代表团中，食品豫军代表还有牧原股
份董事长秦英林、好想你健康食品董
事长石聚彬、众品食业董事长朱献
福、文新茶叶董事长刘文新等。

在河南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
下，这些企业在养殖、速冻、枣业、茶
业等领域各占鳌头，在新零售、新经

济中创新进取，成为河南呈递给全国
的金灿灿的“经济名片”。

牧原股份的选择是与尖端科技
对接。秦英林说，今年2月，牧原与阿
里云等公司达成合作，在未来将实现
大数据智能养殖。

石聚彬花了整整 30年时间，让
一颗红枣“七十二变”，成了“网红
IP”。朱献福则着力于跨界融合，让
食品产业链与温控产业链牵手，构建
起一个在全国都颇有竞争力的产业
互联网平台。刘文新则呼吁，希望能
与一批优秀企业家同行，把信阳毛尖
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开放与联合
擦亮“食品豫军”名片

不难看出，食品豫军的发展路径
选择不同，但都与两个词有关：开放、
联合。

河南省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提
供的数据显示，作为农业大省，河南

食品产业已在 2015年首次突破 1万
亿元大关，居全国第二位。规模以上
食品企业达 3410 家，经济总量自
2006年以来一直稳居全国第二位。

我省小麦粉、饼干、速冻米面食
品、方便面产量均居全国第一位，鲜
冷藏肉产量居全国第三位。全国肉
类综合 10强中，我省有 3家企业；全
国方便面 10强中，我省企业占据半
壁江山。

面对如此优质的产业基础，食品
豫军的崛起也势在必行。李伟认为，
河南的食品业有很大的先发优势，应
在全省层面真正打造一支“联合军
团”，建立联动机制，在市场竞争中发
挥出群体效应。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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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豫军呼吁联动 抱团闯荡全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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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路上不止步，如何在新时代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金水区
宋砦村党支部书记宋丰年一边审议报告一边思考，发言时他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让我豁然开朗。新时代就是让老百姓更富裕、更幸福！我们的发展空间还
大着呢。”⑨3 本栏图文均为本报记者 杜小伟 摄影报道

新时代就是让
老百姓更富裕、
更幸福”

“朋友圈纷纷点赞电影《厉害了，我的国》，这里面的‘洛阳智造’元素令人振奋。”全国
人大代表、洛阳市市长刘宛康面对媒体采访时说道。中国一拖的再度崛起，洛耐的国家耐
材标准，中船重工的大国工匠，洛阳正以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大批高科技产业，成为老工
业基地迈向高端制造业的榜样。⑨3

事业是奋斗出来的

《厉害了，我的
国》里面的‘洛
阳智造’元素
令人振奋”

□本报记者 李红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
团审议时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
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如何利用好人才“第一资源”，创
新驱动，实现发展？3月8日下午，部
分驻豫全国人大代表对此展开热烈
讨论。不少代表强调，创新不仅要引
进人才，更要用好人才“第一资源”，
建议加大对中西部人才引进的政策
扶持，加大基础研究资金的投入。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推动自主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中船重工第七
二五研究所所长马玉璞认为，企业
考虑经济效益，创新大多在中后段，
总想把技术转化为商品以创造效
益，但是真正的颠覆性技术要靠基
础性研究。每一个科研项目取得突

破性成就，都需要长期的基础研究
作为后盾。即便是“上天入地”的尖
端技术问世，也脱离不了基础研究
的支持。

“基础研究是提升原创能力、实
现可持续创新驱动的根本。”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王杜娟深有感触地说，
很多人问中铁工程装备已经做到国
内第一、世界第二，距离世界第一到
底还有多大差距？论销售额，中铁工
程装备可能很快就赶上，但跟世界第
一的差距还是很大。一方面是在基
础研究的技术积累，尤其是在关键基
础零部件上的差距，像轴承还全部依
赖进口；另一方面是在国际化发展上
的差距。建议国家加大基础研究资
金投入，推动自主创新。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国家科
技投入要向民生领域倾斜”，马玉璞
建议，修改为“国家科技投入要向基
础研究和民生领域倾斜”。

尊重善用人才
盘活“第一资源”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人
才是创新的根基，也是创新活动中最
活跃、最积极的因素。

王杜娟说，中铁工程装备招收应
届博士生起薪 20多万元，高于沿海
一些高校，但许多名校的博士生还是
愿意去沿海高校。而且，很多高校都
去深圳设产业研究院、分院，如果这
些科研分支机构能来河南，将会吸引
大批人才落户河南。

“虽然我省制定了扶持产业研究
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中西部地区企
业的高端技术人才缺口仍然很大，单
单依靠企业自身的努力无法快速扭
转这一局面。”王杜娟说。

她建议，国家应制定政策，鼓励
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到中西部地区
建立分支院系及科研机构，引导优

秀人才向中西部地区流动。同时，
对中西部地区的高端人才进行个税
减免，并允许国有企业在工资总额
外列支科技奖励资金，促进高端人
才落户发展。

在马玉璞看来，高层次人才紧缺
是制约我省发展的瓶颈之一。我省
出台了许多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需
要切实落实到位。引进人才，除了待
遇以外，主要是营造人才发展的环
境，建立实现其价值的平台，解除其
落户、子女上学、就医等后顾之忧。

“人才不仅要引进来，还要用好，
盘活人才资源。”全国人大代表、中信
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俞章法说，中信重工地处洛阳，
在引进人才上受到一定的地域限制，
这就要求企业形成尊重人才、重用人
才的氛围，建立能发挥其才智的平
台；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人才需求要
有更多的对接，为引进人才创造更好
的环境。③5

用好人才“第一资源”

□本报记者 方舟 尚杰 李鹏

什么是河南？新时代的新河南
应该有一张新名片。

历史上，这个在中国地图上居于
中心位置的省份曾作为中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引领中华风气
之先。而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中原
大地再一次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勃
勃生机。

这张名片上，已写上了豫剧、烩
面、少林功夫，而同样将要写上的还
有米字形高铁、航空港、自贸试验区、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2018年全国
两会期间，河南日报客户端推出了

“寻找新时代河南新名片”的活动，我
们在北京向参会的河南团代表委员
广泛征集折射时代变迁和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的“名片”，该活动已在代表
委员们中间引发热议。下面，让我们
来听听他们给出的理由，看看是不是
也有你心目中的那一张？

全国人大代表 李光宇
推荐新名片：米字形高铁+航空港

因为米字形高铁是全国高铁枢

纽，辐射 3.5 亿人口，而航空港是中国

唯一的国家级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空铁对接以后，河南不但成为铁

路、高铁的交通枢纽，而且成为空中

的交通枢纽。

全国人大代表 田克恭
推荐新名片：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

自创区可以带给河南新的腾飞，

可以使以郑州为中心的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全国人大代表 司富春
推荐新名片：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河南是华夏历史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黄帝是中华儿女文明之祖，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增强中华儿女凝聚

力，扩大中原河南影响力。

另外，除了采访代表委员，“寻
找新时代河南新名片”活动也同时
向广大网友开放。只要是能展现河
南最新发展成果、展现河南新时代
气质的，都可以尽情说出来。欢迎
广大网友积极登录河南日报客户
端、微信、微博平台进行推荐，如果
您推荐的“新名片”入选前 30名，将
会获得现金红包、推荐人证书等大
礼。③6

什么是河南？
代表委员们掏出新名片

咱老区的绿水
青山变成了金
山银山”

在河南团全体会议上，来自大
别山革命老区的熊维政代表从手
提袋里拿出两瓶山茶油，兴奋地向
大家讲老区脱贫的“油茶故事”。
他说：“现在的老区新县，农户油茶
园流转到合作社，茶农参与产业兴
农全过程，咱老区的绿水青山变成
了金山银山，三亩油茶林成为脱贫
聚宝盆。”⑨3

总编有约有约

靠“智造”挺起腰板

思谋今后该咋干

三亩油茶可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