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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凌）5 月 29日，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智能终
端产业专题推介会和项目签约活动
在该区举行，深圳卓锐通、湖南安德
丰等 18个相关产业项目签约落户，
涵盖手机生产所需的关键零部件，主
要有显示模组、摄像头和指纹模组、
手机天线、手机马达、物联网模块等。

当天上午，115家智能终端及相
关零部件企业的270多位客商代表受
邀来到航空港，参观考察智能终端产
业园B、C、D、E区，了解该区智能终端
产业发展现状、投资政策和环境，以及
已入驻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等。

航空港实验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18个手机配套项目的落地，将大大提

升区内手机企业的生产组织效率，降
低生产成本，形成手机产业集聚效
应，快速提升航空港实验区手机产业
链生态完整度，为吸引更高层次的手
机设计研发、芯片制造封装测试等高
科技项目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

据悉，航空港实验区定位于全产
业链引进，集群式发展，全力打造全
球智能终端（手机）制造基地，规划建
设了占地面积约 30平方公里的智能
终端（手机）制造基地，目前累计有富
士康、中兴、大神、年富、商贸通、信
太、财富之舟等 200多家企业签约入
区，累计生产手机超过10亿部，2017
年共实现手机产量2.99亿部，约占全
球手机供货量的七分之一。③7

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 通讯员
李小艳）5月 29日，新乡市红旗区举
行第二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新开工项目 33 个，总投资 222.5 亿
元，其中总投资 130亿元的马小营城
中村整体区域改造项目，是新乡市目
前最大的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据了解，马小营城中村整体区域
改造项目占地约 1000 亩，总投资超
130亿元，规划配套建设 2所小学、1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多所幼儿园，以
及超过 1万平方米的市政公园。项
目完成后，预计每年拉动消费超 20
亿元，提供就业岗位近2万个。③6

本报讯（记者 卢松）5 月 28日，
2018年“微笑列车”唇腭裂患者集中
手术活动在南阳市口腔医院启动，来
自湖北、四川等地的知名专家将与南
阳当地医生一起，为全省 100多名唇
腭裂患者进行免费手术。

“微笑列车”唇腭裂修复慈善项
目由美籍华人王嘉廉倡导并发起，其
宗旨是为贫困唇腭裂患者实施矫治

手术。1999 年，中华慈善总会与这
一项目合作以来，已在全国设立 315
家定点合作医院，为 38万名贫困唇
腭裂患者提供了免费手术。

2001年，“微笑列车”慈善项目由省
慈善总会负责在我省开始实施。目前，
我省已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近7万名贫困
唇腭裂患者实施了免费手术，是“微笑列
车”慈善项目手术例数最多的省份。③4

□本报记者 李英华 刘红涛

5 月 29 日，烈日当空，永城市新
桥乡新桥村 3000多亩的优质强筋小
麦“新麦26”，麦穗在阳光下挺直了脊
梁，自豪地展示饱满的果实。

这里属于新全家庭农场和春光
家庭农场，农场主分别是刘新全和张
大光。两个 30 岁出头的汉子是发
小，也是合作伙伴，联手把村里 3000
多亩耕地基本上都流转过来。

正当他们喜滋滋地跟记者盘算
今年的收成时，一位50多岁的农村妇
女走过来，对刘新全说：“新全，你叔
的地，今年你也流转过去吧！”

刘新全吃了一惊：“婶，俺侯叔的
地，不是给多少钱也不流转吗？”

他说的侯叔叫侯自来，外号“老犟
筋”，特别认死理儿。当刘新全和张大
光以每亩 1000元的价格流转村里土

地的时候，侯叔脖子一拧，说啥也不愿
意，还口口声声说，“庄稼活不用学，自
己就能把地种好。”这才几年光景，态
度怎么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唉，别提了，你跟我去地里看看就
知道了。”说着，侯婶就把我们往自家地
里领。

说话间，侯叔家的地到了，紧挨
着新全家庭农场。去年侯叔看刘新
全种优质小麦，就跟着学，也种了“新
麦26”，现在打眼一扫，就发现了两块
地有明显区别：侯叔家的 3亩麦子颜
色发乌，又矮又稀；家庭农场规模化
种植的麦子，金灿灿的，又高又壮。

随行的永城市农业局总农艺师田
冲，从两块地各取了一穗麦子，吹开麦
壳，区别更明显：侯叔家的麦粒已经有
些发干，颜色深，干瘪；家庭农场的麦
粒圆润饱满，颜色发青，透着亮。

田冲向记者解释，虽然都种了同

一个品种，但是种植大户由市里统一
规划布局、统一供应良种、统一机械播
种、统一测土施肥、统一病虫防治、统
一技术指导、统一产销订单、统一优质
优价，这些优势小农户根本无法比拟。

“最关键的是小农户技术跟不上，
造成小麦生长不齐，容易发生病虫害，
产量、品质都不行。”田冲说，“按照粮食
产量形成三要素来说，亩穗数、穗粒数
二者差不多，但是农户家的麦子这两天
就得收了，规模化种植的麦子成熟期要
晚3到5天，千粒重明显增加，每亩至少
增产150斤。”

面对大市场，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显
得力不从心。分散的小规模生产不利
于机械化，在购买生产资料和出售农产
品时，难以获得优惠价格。我国出台多
项惠农政策，提供的财政补贴并不少，
但平均到每个农户，就显得太少。

田冲说，只有走经营规模化、生

产标准化的路子，通过土地流转、托
管或者入股的形式，让家庭农场、种
植大户、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农
业新型经营主体充分发挥作用，才能
更有效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

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在省委、
省政府大力支持下，我省各类农业新
型经营主体蓬勃发展，截至去年年底
总量已达 24.7 万个。各类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不
断实现效益最大化，这是农业提质增
效的有效途径。

“可不是嘛，老方子不能治新病，
自己种地又累成本又高。你叔是个

‘老犟筋’，磨不开面子，这才让我跟
你说。”侯婶说，“新全，别跟你叔计
较，今年把俺们的地也流转了吧。”

“中！”看着侯婶期待的眼神，刘
新全一口答应，黝黑的脸上挂着憨厚
的笑容。③6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程倩 任红亮

5 月 18 日，义马市泰山路办事处
狂口社区的玛良画材有限公司厂房
内，大批不同规格、材质、形状的油画
框整齐地摆放着。

“这些油画框将发往云南、浙江、
江苏等地。其实，江浙沪地区的油画
框产业做得很好，大多出口，我很多技
术也是从那里学的，现在我们的产品
又得到了这一地区消费者的青睐，也

是对我创业成果的认可。”29岁的公司
创始人李振全回想起创业经历，感慨
颇多，信心满满。

“我是从2012年开始创业的，不过
我在大学期间就萌生了创业的想法。”
李振全说，当年他在商丘师范学院学的
是体育专业，大三时，便察觉到了“互联
网+”所带来的商机。经过考察，他发现
油画耗材市场需求量大，且属于小众类
目，非常适合电商发展，于是便在学校
周边做起了画框装裱生意。

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李振全
最初制作的产品是卷轴式画框，由于
销路不畅赔了本。2013年，开始转做
油画框生意。2014年，他从商丘师范
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乡义马市，注册了

金榜画廊商行，自己生产加工油画框，
再通过淘宝网开店销售。李振全在实
践中摸索，边生产、边学习。通过多年
的发展，他添置了新设备，制作技术熟
练了，客户也越来越多。

通过电商销售产品，营销策略也
是关键一环。李振全告诉记者，他在
扩大经营的过程中，曾开过多个淘宝
店，最多时有十余个。他发现，过多的
店铺其实分散了销量，于是便整合资
源，着重经营一两个重要店铺。

在自主创业过程中，李振全得到
了所在社区的大力支持。2016 年 5
月，狂口社区成立了河南华全电子商
务中心，以“党建+电商+增收”的模式，
为青年创业者提供平台。李振全的油

画框网上销售及售后服务由社区电子
商务中心工作人员帮忙打理，他也有
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产品研发和
扩大生产中。

李振全在产品研发上也取得了不
少突破，从油画框的形状到高端画布
的使用，产品日益多样。近两年，公司
每年的销售额都达百万元，还安排了
十余个社区闲散劳动力就业。

一次次努力化解困境，坚持创业
梦想不放弃，李振全积极向上的拼搏
精神鼓舞着身边很多年轻人。谈到今
后的规划，李振全踌躇满志：“油画框
这一行业主要资源集中在江浙沪，希
望我能学习到他们的成功经验，让我
的产品也能走出国门！”③6

郑州航空港智能终端产业再添新动力

18个智能终端产业链企业入驻

三夏进行时

新乡最大棚改项目动工

百余名贫困唇腭裂患者享免费矫治

创业路上“绘”就美丽蓝图

“老犟筋”的转变

5月 28日，汝南县张楼镇河北村的“扶贫车间”里，工人们正在为电动车
企业加工雨衣。去年至今，该县与相关企业合作引入68个“扶贫车间”，优先
吸纳贫困劳动力到厂务工，促进当地贫困户就业。⑨3 孙凯 摄

惠民生 增福祉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5 月 29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
针对近期酒驾醉驾肇事交通事故多
发，且入夏后群众消暑纳凉、聚餐娱
乐活动增多，特别是即将到来的世界
杯足球赛期间可能出现球迷饮酒观
赛、庆祝活动密集，夜间酒后驾驶违
法风险突出等情况，即日起，全省各
地交警部门将集中开展酒驾醉驾毒
驾夜查统一行动，加大查处力度，及
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要求，各地
交警部门要以城市特别是城乡接合
部、餐饮娱乐场所周边道路以及涉
酒涉毒事故易发多发点段为重点区

域，以夜间特别是世界杯足球赛期
间为重点时段，集中查处酒驾醉驾
毒驾等突出交通违法犯罪行为。要
严管严查严治，加大警力投入，组织
执法机动队，将警力向郊区、乡镇延
伸，机动灵活开展整治，按照“重嫌
必检”原则，对酒驾醉驾嫌疑人同步
进行毒驾筛查。

此外，要强化宣传引导，大力推
行酒后代驾服务，从源头上预防酒驾
醉驾发生；实施联动惩戒，对查处的
酒驾醉驾毒驾违法犯罪行为，在互联
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上集
中曝光，并推送“信用中国”网，实施
联合惩戒。②8

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 5月 29
日从省财政厅获悉，为更好发挥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以下简称“大病保险”）
和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以下
简称“大病补充保险”）的制度托底保
障功能，我省对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和
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政策进行
了部分调整，以促进两项制度相互衔
接、平稳运行。

调整后，我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筹
资标准比2017年提高约20元，困难群
众大病补充保险筹资标准比2017年提
高约26元。同时，2018年至2020年脱

贫攻坚期内，凡参加我省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的农村贫困人口，享受大病保
险“一降一提高”倾斜政策。

“2018年度，我省大病保险继续实
行差异化筹资，同时根据大病保险政
策调整情况和各地 2017 年度大病保
险受益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等再次确
定了分档筹资标准。”省财政厅有关负
责人表示。

据悉，2018年度，河南各省辖市、
省直管县（市）大病保险筹资标准分为
75元、54元、50元、46元四个档次，人
均筹资比2017年提高约20元。

按照新规，自 2018 年起，我省大
病补充保险参照大病保险做法实行差
异化筹资。2018年度各省辖市、省直
管县(市)大病补充保险筹资标准分为
130元、110元、90元、70元四个档次，
人均筹资达 86元，比 2017 年提高 26
元。省、省辖市、县 (市、区)财政按
30%、30%、40%的比例分级承担；对
省直管县(市)和财政直管县(市)，省财
政负担60%，县(市)财政负担40%。

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保险待遇水平
提高。根据我省最新规定，2018年至
2020年脱贫攻坚期内，参加我省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村贫困人口，
享受大病保险“一降一提高”倾斜政
策，即起付线由 1.5 万元降至 0.75 万
元，同时提高其合规自付医疗费用报
销比例：0.75 万元至 5万元(含 5万元)
的由 50%提高至 80%；5万元至 10万
元(含 10万元)的由 60%提高至 85%；
10万元以上则由70%提高至95%。

“依照我省有关文件，享受此项倾
斜政策的农村贫困人口包括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含贫困残疾人）、农村低保
对象、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对象。”
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说。②8

我省提高大病保险筹资标准
农村贫困人口享受大病保险“一降一提高”倾斜政策

世界杯足球赛期间

全省警方严查酒驾毒驾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5月 29日
晚，由省文化厅、团省委、河南歌舞
演艺集团主办的“童心向党放歌新
时代，梦想飞扬舞动大中原”——
2018年河南省庆祝“六一”国际儿童
节专场文艺演出在省人民会堂精彩
上演，1000 多名少年儿童观看了演
出。

今年的“六一”少儿专场晚会
突出“少年强则国强”的主题，分为
希望、梦想、幸福、未来四个单元，用
不同情绪的“希望的田野”变奏音乐

作为背景，并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呈
现改革开放 40年来少年儿童的成长
过程和整体素质的提高。整场晚会
节目形式多样，由舞蹈、诗朗诵、杂
技、少林拳法、木偶戏、戏曲等 12个
节奏欢快、内容积极向上的少儿节
目组成。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晚会立足公
益，为此，河南歌舞演艺集团特别邀
请了 200 名贫困地区希望小学的小
学生与省会的少年儿童共同到现场
观看。②8

我省举办“六一”儿童节专场文艺演出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5月 29
日，记者从省粮食局获悉，我省已腾
备可利用空仓仓容 268亿斤，为夏
粮开秤收购做好了充分准备。

今年我省种植小麦 8200万亩
左右。近日，全省小麦已开始大面
积收割。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做
到夏粮收购入库时“好入粮、入好
粮”，全省粮食系统采取腾、并、挤，
加快新建仓房施工进度等方式，共
腾备可利用空仓仓容 268亿斤，基
本能满足夏粮收购需要。

同时，为了让农民卖明白粮、舒
心粮，省粮食部门要求在粮食运输、清
理、定质等方面为售粮农民提供优质
服务，坚持使用“一卡通”，及时结算售
粮款。同时，为贫困家庭开辟收购绿
色通道，优先收购、优先结算。②8

我省备好仓容
268亿斤

5月 29日，临颍县巨陵镇李晋庄村村民在机收小麦后立即开始播种玉米。当地农民抓住墒情好的有利时机，在
抢收夏粮的同时，抓紧播种秋季作物。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