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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每一天 干好每件事
□本报记者 刘红涛
本报通讯员 丁丽丽 盛志国

“用无人机打药效率真是太高
了，10亩地十来分钟就打完了，不压
小麦，喷洒均匀，真是又快又好！”4月
16日，在邓州市腰店镇农民刘申杰的
麦田上空，随着无人机快速轰鸣而
过，药物均匀地喷洒到小麦叶面上，
高效的飞防作业让在场的群众无不
点赞。

从 2016 年 开 始 ，刘 申 杰 流 转
100 多亩土地种植小麦等农作物，
往年小麦“一喷三防”，采用人工背
负喷雾机打药。今年，他加入了当
地的国裕金丰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
社，该社根据小麦生长情况，派出 7
架植保无人机给刘申杰的麦地免费
喷药。

“过去100多亩小麦用喷雾机喷
洒农药，一个人需要四五天时间，现
在使用无人机，一个多小时就喷洒完
了。”合作社理事长孙耀志说，使用植

保无人机节水节农药节省时间，降低
了成本，提高了防治效果。

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让
病虫害防治变得“悠闲自得”。随着

近期气温快速回升，土壤墒情适宜，
邓州市 22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抽
穗扬花期，也进入病虫害防治的关键
时期。刚进入4月，该合作社就派出

测绘人员对合作社社员的麦田进行
精准测绘，划定喷洒航线，5个作业
小组有序对桑庄、腰店、文渠、高集、
构林等10个乡镇的合作社社员种植
的小麦进行“一喷三防”作业。眼下，
由于喷洒效果显著，越来越多的农民
开始用无人机喷洒农药。

目前，该合作社使用植保无人机
已对 4000多亩麦田进行了“一喷三
防”。在接下来的一周内，邓州市农
业部门将指导当地合作社进行病虫
害防治，帮助群众从繁重的农业生产
中解放出来，用科技的力量助推小麦

“一喷三防”。
记者了解到，我省已防治小麦

病虫害 6042.36万亩次，占发生面积
的 88.3%，条锈病见病点已得到封
锁控制，纹枯病、麦蜘蛛等病虫害得
到有效遏制。眼下，各地正全力做
好小麦中后期病虫害防治，力求做
到应防尽防，最大限度减少病害损
失，为夺取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
础。③6

无人机飞防助春管

4月 16日，植保无人机在邓州市腰店镇麦田上空开展“一喷三防”作
业。⑨6 盛志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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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下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要闻│112018年4月18日 星期三
组版编辑 刘晓波

从太原市出发，往北百余公里
就到了娄烦县静游镇峰岭底村，这
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著名
政治活动家高君宇的出生地，也是
他16岁以前一直生活和学习的地
方。

高君宇故居纪念馆坐落在峰
岭底村东，依山而建，山上青松翠
柏，迎接前来参观瞻仰的人们。纪
念馆下院的中央，高君宇的全身铜
像静静矗立，这位革命先驱身着长
衫，手握书卷，尽显当年为共产主
义事业奔走呼号的风貌。

1896年 10月，高君宇出生在
当地一个有名望的大户人家。受
父亲的影响，他思想活跃，赞成新
生事物，向往变革与革命。

1916 年，高君宇考入北京大
学，参加各种进步社团，广泛接触
有进步思想的老师和学生，在北大
崭露头角，成为学生领袖。1919
年参加领导了五四运动，带领学生
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
祥，组织各校罢课，发表革命文章。

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
锤炼，使高君宇更加坚定了马克思
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自觉担
当起在中国大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的重任。1920 年，他在李大钊的
领导下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并在长辛店创办工人子弟学
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和职工联合
会，领导发动了北方早期的工人运
动。1920 年冬，高君宇加入北京
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高君
宇是全国50余名党员之一。

1924 年夏天，高君宇回到山
西筹建共产党组织。1924年下半
年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先生秘
书。1924 年底陪同孙中山北上，
协助进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
工作。1924年12月起任中共中央
北方局委员。1925年 3月 5日在
北京病逝，时年29岁。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
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

忽。”——这是高君宇写在自己照
片上的一首言志诗，也是他短暂而
光辉的一生的真实写照。

当地的文保工作者李国成发
掘、研究高君宇英雄事迹已经二十
多年了。谈到这首革命诗歌，他动
情地说：“伟大的信仰让高君宇充
满力量，他因奔波不息积劳成疾，
但却不顾个人安危，且随时准备为
革命付出自己的生命。他如同闪
电一般，划破旧世界的黑暗，悄然
点亮中国的未来。”

如今，高君宇的故乡峰岭底村
正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故居周
边 43户村民喜迁新居，村里的学
校、纪念广场、文化大院等，或维修
改造，或选址新建，都以崭新面貌
映现在山水环绕之间。峰岭底村
党支部书记王旭珍告诉记者，多年
来，一代英烈高君宇的事迹在娄烦
县家喻户晓，君宇精神更是融入峰
岭底村3700余名百姓心中。

2013年6月，修复后的高君宇
故居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月均接
待游客 3000余人。2017年，有 7
万余人前来参观，有许多单位选择
在这里举行入党、入团仪式，进行
党团员培训。学校也纷纷组织青
少年学生来这里聆听英雄事迹，接
受爱国主义教育。

“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多人前来
瞻仰英烈高君宇，他是我们这儿的骄
傲。”王旭珍说，我们一定要把君宇精
神继承发扬下去，坚守理想信念，在
各自平凡的岗位上不懈奋斗。

（新华社太原4月17日电）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生如闪电之耀亮”的青年先锋高君宇

高君宇像（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国家统计局 17日公布了 2018年
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一系列权威数
据勾画出今年开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
气象，折射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中国
经济发展的六大趋势。

初步核算，我国一季度国内生产
总值 1987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6.8%。这一增速和去年四季
度持平，我国经济增长率已连续11个
季度稳定在 6.7%到 6.9%的区间。分
产业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7.5%，增
速远超第一、第二产业。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邢志宏
说，面对不确定的发展环境，中国经济
实力强、潜力足、韧性好、回旋余地大，
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

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比去年同期上涨 2.1%，延续了温
和上涨态势。

“总的看物价将保持平稳运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
说，从市场供给看，我国农业、工业和
服务业相关产品都具备较为充足的供
给能力，物价平稳运行具备坚实基础。

此外，我国首次对外公布了与国
际接轨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 1至 3月份，全
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0%、5.0%
和 5.1%，分别比上年同月下降0.2、0.4
和 0.1 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拉动就业
的能力显著提升。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0275亿元，同
比增长9.8%。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77.8%，远高于去年全
年 58.8%的贡献率。最终消费支出已
连续第五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
引擎。其中，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增
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家用
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同比分别增长
16.1%和 11.4%，分别比上年同期加快
6.2和3.4个百分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
有关负责人说，我国居民消费增长较
快，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消费
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

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服务业
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1%。其中，3月份
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6%，高于上
年均值。从市场预期看，服务业业务活
动预期指数为60.1%，连续10个月高于
60.0%。2017年，服务业在我国GDP总
量中的占比为51.6%，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是58.8%。今年一季度，上述占比
和贡献率分别提升至56.6%和61.6%。

邢志宏表示，消费结构升级为服
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去
年我国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居民
收入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
大，为服务业发展注入了活力和动力。

统计显示，一季度我国新登记企

业达到了 132万户，日均新登记企业
1.47 万户，新的市场主体在大量增
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
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同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
勃发展。一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增长 9.6%，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规
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网上零售额增
长35.4%，快递业务量增长30%以上，
增速继续在加快。

据海关统计，一季度我国出口额
3.54万亿元，增长7.4%；进口额3.21万
亿元，增长11.7%；贸易顺差3261.8亿
元，收窄21.8%。

“今年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持续
快速增长，特别是进口增速继续高于
出口增速，顺差有所收窄，进出口更趋
平衡。”邢志宏说，我国在对外贸易中，
追求的是贸易平衡，这也有利于国内
经济的发展。通过国内企业不断增强
竞争力，我国能够继续保持进出口贸
易的平衡。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8%

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六大趋势

第十二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圆满落幕

黄帝文化奏出“时代强音”

各位考生：
根据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全国会计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2018年度全国
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考试实行无纸化考试。本年
度考试定于 5月 12日至 20日举行，会计专业技术初
级资格考试的准考证实行网上打印。

请我省报考2018年度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考
试的考生，于4月25日0:00至 5月8日23:59登录全
国会计资格评价网（http://kzp.mof.gov.cn/），点击

“准考证打印”按钮，选择河南省和证件类型（身份证、
军官证、护照、港澳居民证、台胞证等），并录入证件号
码和附加码，点击〔查询〕按钮进入下一级页面后，再
点击〔打印〕，即可自行打印准考证。打印时，建议您

保留一份准考证电子版，准考证是您参加考试和领取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重要凭证，切勿丢失。

为了保证打印效果，建议考生选择激光打印机(彩
色)或者彩色喷墨打印机打印，确保准考证能够清晰地
核查个人照片、证件号码以及报考科目等信息。准考
证打印使用标准A4纸。

请各位考生务必在规定时间内自行上网打印准
考证，以确保顺利参加考试。未在规定时间内打印准
考证的，视为自动放弃本年度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
考试。

河南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4月18日

河南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2018年度初级会计师考试网上打印准考证的通知

福
彩
之
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2018年4月17日，开封祥符区彩民
小徐来市福彩中心兑奖，“富贵有余 2”
即开型福利彩票3万元奖金。

据了解，2018 年 4 月 14 日傍晚时
分，闲着没事，小徐突然萌发了买彩票试
手气的想法。小徐来到位于开封市祥符
区罗王乡卫生院北邻的41520192投注
站，买了些刚刚上市的戊戌狗 20元彩
票，开始刮起来，刮了一包没有刮到“金
条图符”，但还好除去本钱还赚到一些，
于是决定换种简单的“刮刮乐”再试一试
手气，经销售员介绍，刮起“富贵有余2”
即开型彩票，还没有刮多少，就惊呼道

“我中了，我中了。”销售员接过中奖彩票
查验到：此票中了一等奖，奖金3万元。

被问及奖金如何分配时，小徐表示
具体还没有想好，就想先给自己的宝宝
买一些玩具和日用品，同时他表示今后
将继续支持福利彩票、支持社会福利事
业，通过购彩让自己更加幸福快乐！

“富贵有余2”是一种即开型刮开式
固定设奖彩票，彩票面值2元，最高奖金
3万元。在票面设计上，采用中国人喜
爱的红灯笼造型，色彩艳丽，极具视觉冲
击力，更寓意着百姓红红火火的生活及
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开封祥符区小伙试手气
刮出大奖3万元

□本报记者 王延辉 温小娟

阳春三月百花开，文化盛宴百家
鸣。4月17日，为期一天半的第十二届
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在新郑市圆满落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文化大咖紧
紧围绕“黄帝文化与新时代”主题，奉上
了一场场丰富的“文化大餐”。

论坛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首
席顾问、河南省委原书记徐光春，北京

中医药大学国学院院长张其成，中央
电视台著名导演田梅，港珠澳大桥管
理局党组副书记、行政总监韦东庆，国
乐大师、著名琵琶演奏家方锦龙，世界
《黄帝内经》文化促进会会长王寅等专
家学者，从诗词、养生、传播、建筑、音
乐等不同领域对以黄帝文化为代表的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深入的
讲解。

“黄帝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祖根文化、源头文化，是推动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
强大精神力量。”徐光春分析说，黄帝
文化与新时代是历史与现实、动力与
目标、推动与引领的关系，在新时代，
要传承弘扬好黄帝文化的创造精神、
发展精神、奋斗精神、为民精神和亲和
精神。

闭幕式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组
委会颁发了第四届轩辕奖，获奖者分

别是：中央研究馆馆员、中华炎黄文化
研究会特别顾问赵德润，河南新郑黄
帝故里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刘文学。

黄帝文化国际论坛被誉为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的“灵魂工程”，经过十余
年打造，已经与拜祖大典形成了“一典
一坛”交相辉映的中原文化名片，论坛
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显著提升，成为挖
掘和阐发黄帝文化时代内涵和思想价
值的重要载体。③6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4 月 16
日，由省台办主办的“走进国家中心
城市——郑州”两岸媒体联合采访
活动正式启动。来自宝岛台湾的多
家媒体记者走进郑州，近距离观察
这颗中原大地上崛起的“新星”，了
解历史文化厚重而又充满活力的河
南。

省台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
活动旨在让更多台湾媒体记者了
解河南在改革开放 40 年中取得的
成就，进一步拉近豫台两地民众的
感情距离，促进豫台两地大交流、
大合作、大发展。在 4 天的活动中，
采访团将走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 实 验 区 、郑 东 新 区 等 地 ，参 加
2018两岸智能装备制造郑州论坛、
戊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海峡两
岸（河南）智慧农业合作发展论坛
等活动。

当天上午，采访团首站来到郑
东新区，采访 2018两岸智能装备制
造郑州论坛。

“早在 2013年，我就来过河南，
并对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进

行了报道。几年间，我又多次来到
河南，亲眼见证了这里发生的巨大
变化。”台湾联合报记者刘方泽说，

“丹尼斯、富士康等一大批台湾企业
都在河南落地生根，这是豫台合作
的良好开端。相信今后河南与台湾
在智能装备、现代物流、养老产业等
领域会有更多合作。”

下午，采访团一行来到河南艺
术中心，参加第四届“根亲中国”微
电影大赛颁奖典礼。据了解，此次
活动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省委宣传
部等单位联合主办。作为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的重要文化活动之一，本
届“根亲中国”微电影大赛共征集到
来自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港澳台地区的 1030部作品，其中有
许多弘扬家国情怀、讲述人间真情
的暖心之作。观看过颁奖典礼后，
国际在线记者仝瑞勤感动地说：“古
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今有‘知河南
者知中国’。中原文化根深叶茂、源
远流长。我希望通过我的报道，让更
多海内外朋友们了解河南，感受中
原文化之美。”③6

“走进国家中心城市——郑州”
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启动

中国经济实力强
韧性好

2 物价、就业水平
更趋稳定

3 消费成为经济
平稳运行的“压舱石”

4 服务业成为
经济发展主动力

5 新动能推动经济
稳中向好

6 进出口贸易
更趋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