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孩子们花瓣一样的脸上，永
绽笑容；让孩子们星星一样的
眼睛里，充盈幸福。全社会共
同努力，给少年儿童更好的成
长环境，放飞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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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朵鲜花幸福绽放

以“四专”引领发展优质小麦
□刘红涛

中原大地飘麦香，当前我省小麦开始大规模

收获，做好“三夏”生产，确保优质专用小麦丰产丰

收、颗粒归仓，既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

抓手，又是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小麦是五谷之首，作为全国小麦主产区，我省

小麦产量占全国的 1/4强。近两年来，我省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四优四化”总体要

求和专种、专收、专储、专用的基本路径，积极推进

优质专用小麦发展。2017年，全省优质专用小麦

发展到 840万亩，较上年增加 40%，初步实现了布

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发展产业化。

根据我省优质专用小麦发展规划，今年秋播

要达到 1200 万亩，2020 年要发展到 1500 万亩。

发展优质专用小麦，要在专种、专收、专储、专用

上，下足真功夫、实现新突破。

实行专种专收专储专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的多元需求。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

对食品的需求向营养、健康、绿色转变。目前，我国

的小麦总量供给充足，但每年还要从国外进口400

万吨左右的小麦，主要是优质强筋小麦和弱筋小

麦。这说明我们的小麦生产还存在结构性短缺问

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优质专用小麦发展，并

通过实行专种、专收、专储、专用，来保证企业的加

工需要，最终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消费需求。

实行专种专收专储专用，真正实现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发展优质专用小麦，不仅仅是满足市

场需求，也能更好地促进农民增收。除了种植上

推广优质品种外，还要在种、收、运、储等环节，避

免混杂问题，保证品质的一致性，推行单品种集中

连片种植、单品种收获、单品种运输、单品种收购、

单品种储藏。让加工企业利用优质专用小麦，开

发出更多的高附加值产品，不断拉长产业链条，实

现优质专用小麦价值的最大化。

我省优质专用小麦的发展，在本世纪初已经

起步，但 2006 年以后，优质专用小麦面积逐渐萎

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专种、专收、专储、专用的

措施落实不到位，生产出的优质专用小麦品质不

达标，“强筋不强、弱筋不弱”，再加上没有实现专

收专储、优质优价，群众的种植积极性下降，导致

部分加工企业花高价进口优质小麦。我们只有按

照“四化”要求，狠抓专种、专收、专储、专用，才能

推动优质专用小麦持续健康发展。

目前，我省已进入小麦收获季节，这也是落实

优质小麦专收、专储、专用的关键时期，抓好单品

种收获、单品种收储、优质专用，“中原粮仓”才能

粮满仓钱满囤，助力河南由小麦生产第一大省向

优质专用小麦生产强省跨越。5

（作者为本报农村经济采访部记者）

□本报评论员 吕志雄

5 月 30 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蒙牛

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登封市石道乡中心小

学捐赠学生专用牛奶，下学期 150 名贫困学

生每天都能喝到免费“爱心奶”；5 月 29 日，舞

阳县余庄村、西华县半截楼村 60 名少年儿童

应 邀 来 到 郑 州 ，参 加“ 新 时 代 好 少 年 ”交 流

会，游郑州、增见闻、长知识；沈丘县去年成立

的孤儿救助“希望之家”，从生活、学习和心理

三方面帮扶孤儿，最近，“希望之家”的孤儿们

都收到了他们的节日礼物……“六一”儿童节

前，社会各界又掀起一轮关注少年儿童成长

的热潮。

这是当代少年儿童幸福生活的体现。生

活中，我们常见的景象是：游乐场所，孩子们

欢声笑语；科技馆天文馆博物馆，处处闪烁着

孩子们求知若渴的大眼睛；放学时，繁忙的路

口，交警在疏导交通保障孩子们的安全；留守

儿童家中，时常活跃着“临时父母”——志愿

者不知疲倦的身影……关注少年儿童，为少

年儿童营造健康成长的大环境，已是全社会

的共识。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现实，当

失学儿童、留守儿童等老问题在逐步解决的

同时，胖宝宝成了“甜蜜的负担”，“熊孩子”

让人闹心可气，未成年人受伤害的事件时有

发生……我们往往重视物质的提供，而有意

无意忽视了孩子们精神的给养。这些深层次

的新问题还需要家庭、社会来共同解决。

要培养提升少年儿 童 的 生 活 能 力 。 父

母是孩 子 第 一 任 老 师 ，要 提 高 父 母 教 育 孩

子的水平，防止打骂、溺爱两种极端教育方

式 ，也 要 对 行 将 为 人 父 母 的 青 年 普 及 教 育

学知识。学校要在重视学生智力开发的同

时，重视孩子的情感教育、生活能力培养，更

多 地 把 手 工 课 、实 践 课 等 纳 入 学 生 考 评 体

系。要强化对少年儿童安全的保障，我们不

能奢望少年儿童都成为小说里的少年英雄，

要加强少年儿童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教育，

更要为少年儿童扎好“安全篱笆”，让他们免

受不安全的商场电梯等公共设施伤害，免遭

校园暴力侵害，避免在河道池塘发生溺水事

故……

让孩子们花瓣一样的脸上，永绽笑容；让

孩子们星星一样的眼睛里，充盈幸福。全社

会要共同努力，给少年儿童更好的成长环境，

放飞未来的希望。5

一路高歌点赞河南发展历程，激扬文字奉献
新时代思想盛宴。今天起，新改版的本报评论版
呈现在您的面前。面对多元多变的言论竞逐时
代，互联互通的新媒体舆论场，党报评论君将更
加旗帜鲜明地发声亮剑，更加积极有效地引导舆
论；踏上中原更加出彩的新征程，评论君将更加
自觉主动地服务改革发展时代要求，对社会转型
期的民声民生给予更多的真情关切。

评论版除保留原有栏目《新世说》《基层走
笔》《锐评》《众议》外，又增加了《今日快评》《民
生暖语》《连线评论员》《一线札记》《务实谈》等
栏目，聚焦热点、关照民生，连天接地、建言献
策，这些栏目从周一到周五在本版刊出，希望读
者广泛参与。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与读者朋友一
路同行，感恩相遇，感谢有你。此次改版，我们力
求评论样式更丰富、品种更齐全、观点更新颖、文
章更好看——总之，唯虚言陈言、空话套话务去，
唯求真务实、真知灼见是尚，感知人间冷暖，凝聚
发展共识，奏响时代强音，一个共享共建的精神
家园向您敞开怀抱，期待您的关注！2

金钱豹频现令人欣喜
济源太行山区拍摄到两只成年金钱豹一起活

动的照片，这是自 2015 年 1 月保护区架设红外相

机以来，首次拍到金钱豹群体活动影像。据介绍,

今年以来,黄楝树林区共有 10 多处红外相机拍摄

到了金钱豹,比 2017 年同期多出一倍,表明金钱豹

活动范围和频率明显增加。（见5月31日《新华每
日电讯》）

山高林茂，植被丰富，才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珍

稀动物生息繁衍。黄楝树林区经过多年持续保护

管理，目前森林覆盖率已达 95%，野生金钱豹频繁

“出镜”，是当地生态环境日益改善的生动佐证。

除金钱豹以外，太行山区的野猪、红腹锦鸡、狍子

数量也明显增多；每年冬天，数以万计的天鹅从遥

远的西伯利亚长途跋涉来三门峡、鹤壁等地栖息

越冬……野生动物越来越多，说明当地生态环境

保护力度越来越大，绿色发展理念越来越深入人

心。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河南各地生态

环境不断呈现出向好趋势，无疑令人欣喜。1

（夏远望）

分析时局
点评世事

微信扫一扫
更多精彩等着您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近日，杭州娃哈哈公司的一则放假通知在网上火了：“今年6月1
日，至少有一名子女年龄在14周岁以下(含14周岁)的在职员工，公司予以放假1天，陪
伴孩子。”对此，不少网友表示，家长放假是送给孩子最好的节日礼物。5 图/王怀申

今日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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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高速公路平顶山段实行差异化收费优惠

车型

豫D小型客车
（7座以下含7座）

行驶路线

下汤西-瓦屋

（19.988km）

下汤西-寄料

（38.134km）

瓦屋-寄料

（18.146km）

原收费金额（元）

25

35

25

现优惠收费金额（元）

10

20

10

6月 1日9时至12月 1日9时

二连浩特－广州高速公路，简称二广

高速，又称二广高速公路，于2016年全线

通车，中国国家高速公路网编号：G55。

二广高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

（2013－2030）中一条南北纵线，北起

中蒙边境的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

南至广东省广州市，沿途经过二连浩

特、苏尼特右旗、乌兰察布、大同、朔州、

忻州、太原、长治、晋城、济源、洛阳、平

顶山、南阳、邓州、襄阳、荆门、荆州、常

德、益阳、娄底、邵阳、永州、清远、肇庆、

佛山，终点至广州市，全长共 2685 公

里，是纵贯中国南北的大动脉。

二广高速公路洛阳至南阳寄料至

分水岭段（平顶山市境，原称太澳高速

平顶山段）长63.66公里，通车于2008

年 11月 26日。平顶山境内设寄料收费

站、瓦屋收费站、下汤西收费站、瓦屋服

务区、四棵树服务区。

为提高二广高速寄料至分水岭段的通行效率，有效降低货物运输成本，助力平顶山西部山区脱贫攻

坚，平顶山太澳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本着回馈社会、服务大众的企业理念和企业责任，特申请有关部

门批准实施差异化收费优惠。

差异化收费优惠时间为：

6月1日9时至12月 1日9时

差异化收费优惠具体标准为：
1.对通行二广高速公路寄料至分水岭段（平顶山境）的货车免收桥梁隧道加收费用。如，以走该

路段全线 63.66 公里为例，10 吨的货车原收通行费 110 元，现只收 70 元，优惠金额为 40 元；20 吨的货车

原收通行费 185 元，现只收 120 元，优惠金额为 65 元；40 吨的货车原收通行费 265 元，现只收 170 元，优

惠金额为 95 元。

2.对所有悬挂豫D牌照的小型客车（7座及以下），车辆入口和出口同时满足在二广高速公路三个收费

站（下汤西站、瓦屋站、寄料站）范围内的，免收桥梁隧道加收费用。如，豫 D#####小型客车，从下汤西站

上站到瓦屋站下站，原应收 25元，现收取 10元;从瓦屋站上站到寄料站下站，原应收 25元，现收取 10元；从

下汤西站上站到寄料站下站，原应收 35元，现收取 20元。

注：差异化优惠收费期间，货车司机人员可凭相关证件在二广高速平顶山段四棵树服务区享受5折

食宿优惠，柴油车在四棵树、瓦屋两个服务区加油站加油根据当期油价给予适当优惠。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核定载重内，吨位越重优惠幅度越大。

备注：载货类汽车计重收费标准核定为：基本费率为 0.11 元/吨公

里。以收费站实际测量确定的车货总质量为依据，车货总质量小于或等

于15吨的车辆按基本费率计收；15吨至49吨的车辆，15吨及以下部分按

基本费率计收，15 吨以上部分按0.04元/吨公里计收。

为方便通行，高速公路通行费收费标准采取5元、10元等整数计征方

法，不足5元或超过5元的部分，在0至 2.5元之间的，按0元计征；在2.5元

（含2.5元）至5元之间的按5元计征。

二、以豫D小型客车为例：

客货车优惠金额对比表

车型

一型货车(≤2t)

二型货车
(2t-5t 含 5t)

三型货车
(5t-10t 含 10t)

四型货车
(10t-15t 含 15t)
20英尺集装箱

五型货车(≥15t)
40英尺集装箱

吨位（t）

2t

5t

10t

15t

20t

30t

40t

原收费金额（元）

20

55

110

165

185

225

265

现优惠收费金额（元）

15

35

70

105

120

145

170

一、以货车为例：
依据所走该路段全线63.66公里计算，货车优惠金额如下表：

备注：小型客车桥隧加收费用统一为15元/车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