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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振杰

中国烹饪协会为什么要集中发
布“中国菜”？此次活动是否对以往

“四大菜系”“八大菜系”的否定?
9月 10日，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

俊贤作《中国菜——全国省籍地域经
典名菜、名宴发布报告》，对这一问题
进行了阐述。

姜俊贤表示，“四大菜系”“八大
菜系”的概念，朗朗上口、易于传播，
为弘扬地方饮食文化、促进餐饮经济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近年
来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结构的
不断升级，“四大菜系”“八大菜系”已
难以概括和反映中国餐饮文化的全
貌和丰富多彩。

“此次活动，不是否定‘四大菜
系’‘八大菜系’，恰恰是对其弘扬
和发展，是对中华饮食传统文化的

挖掘和阐发。”姜俊贤说，如同生物
多样性是一个关系到生命在地球
上存续的根本问题一样，饮食文化
的多样性也是一个关系到饮食文
明繁荣发展的根本问题，推动确立

“中国菜”的科学内涵和整体概念，
树立省籍地域经典名菜名宴品牌，
有助于推动中餐走向世界，有助于
促进不同地域、不同特征和不同发
展程度的菜系之间相互交流，有助
于促进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承发展
和餐饮经济的繁荣进步。

中国烹饪协会于今年 3月 13日
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务主管部
门、烹饪(餐饮、饮食)行业协会及相关
单位发出了“征集令”，各省申报的名
菜达409道，主题名宴382席，经过征
询行业专家意见，按照标准和程序，
最终确定了《中国菜——全国省籍地
域经典名菜、主题名宴名录》。③5

本报讯（记者 宋敏）9月 10日，记
者从铁路部门获悉，广深港高铁香港
段将于9月 23日正式投入营运，从10
日 8时起，广深港高铁各次列车车票
在内地和香港同步发售，这意味着两
地高铁实现互联互通，从郑州可乘坐
高铁直达香港了。

据悉，郑州东至香港西九龙间将
开行一对高铁列车，车次为G79/G80
次，列车运行时间为6小时24分，商务
座、一等座、二等座票价分别为 2709
元、1390元、868元。10日下午 3时，
记者查询铁路12306网站发现，9月23
日，郑州东站去往香港方向的高铁车票
已所剩不多，而从香港返回郑州东站的
高铁车票已基本售罄；国庆假期前还有
少量余票，国庆假期期间的车票吃紧。

12306 网站提示：乘坐高铁去香
港，必须换取纸质车票后进站乘车，并
携带有效出入境证件及签注。据铁路
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旅客在香港西九
龙车站采用“一地两检”方式办理出入
境，过关时间可大大节省。具体来说，从
郑州东站乘坐广深港列车抵达西九龙站
后，在B4月台层下车，前往B2入境层

“内地口岸区”办理内地出境程序，然后
进入同一层的“香港口岸区”办理香港入
境程序，最后离开西九龙站入港。③5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9 月 10
日，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河南餐饮
业20年来表现抢眼。1998年，河南餐
饮业销售收入177.1亿元，2017年达
2773.41亿元，20年增长了近16倍。

目前，全省有 22万家餐饮企业，
从业人员500万人以上；培育国家驰
名商标 3家，中华餐饮名店 84家，中
华老字号16 家，河南老字号105家，
豫菜品牌示范店 248 家。2017 年，
全省餐饮业销售收入 2773.41亿元，
同比增长 12.5%，占全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七分之一、GDP的 6.1%，
总量居全国第四位，中西部第一位。

在当今社会消费多样、种类繁多
的新形势下，餐饮业消费仍然是拉动
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而河南餐饮
业发展正由外延扩张型向内涵集约
型转变、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

升级，逐步在经营管理、品牌建设、模
式创新、技术应用、现代供应链等环
节改进。

值得注意的是，“餐饮+电商+零
售”已成为最新潮流。开拓销售渠
道，进行品牌升级，餐饮龙头企业进
一步借助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应用，
改善消费者用餐体验，提高运营管理
水平。河南餐饮业网上销售额约占
总量的十分之一，网上销售已成为年
轻人的重要选择。③3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34个地
域菜系、340道地域经典名菜、273
席主题名宴新鲜“出炉”。9月 10日
上午，备受关注的“中国菜”在郑州
黄河迎宾馆正式发布。其中，我省
10道名菜、10大主题名宴上榜。

此次发布会是在郑州举办的
“2018向世界发布‘中国菜’活动暨
全国省籍地域经典名菜、主题名宴
大型交流会”的“重头戏”，也是中国
首次向世界发布中国菜，本次活动
由中国烹饪协会联合省商务厅共同
主办。

据悉，本次活动从9月9日持续
至12日，内容包括“中国菜”名宴展
示、“中国菜”发展高峰论坛、“中国
菜”中原千年首秀等。③3

□本报记者 王平

记者9月7日获悉，为进一步推动
我省健康扶贫工作提质增效，省卫计
委、省扶贫办、省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
联合印发《河南省健康扶贫三年攻坚行
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围绕消
化因病致贫存量和预防因病返贫增量，
从医保救助、大病慢病精准救治、健康
促进和健康教育等六大方向全面实施
健康扶贫三年攻坚行动，到2020年，稳
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公平可及，有效防止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建立健康扶贫长效
工作机制。

农村贫困人口应保尽保，
特困人员全额资助

看病有医保、切实降低就医群众个
人自付费用比例，是“看得起病”的基本
保障。目前，我省已形成了“3+3+N”健
康扶贫医保救助政策体系，即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
保险+疾病应急救助、医疗救助、慈善救
助+各地自主探索的补充保障政策。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医
疗医保救助政策，对农村贫困人口医疗
医保救助实施托底保障。全面落实资
助农村贫困人口参保政策，对于特困人
员给予全额资助，对于低保对象、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给予不低于30元定额资
助，实现应保尽保。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特惠到户到
人。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医保门诊慢性
病病种增加到15种以上，门诊重特大疾
病病种增加到27种，政策范围内报销比
例达到85%。大病保险对农村贫困人
口实施“一降一提高”倾斜政策，即起付
线由1.5万元降至0.75万元，合规自付
医疗费用分段报销比例提高到 80%、
85%、95%，最高支付限额40万元。

三级医院每批派驻人员
不少于5人

贫困地区医疗服务能力不足仍然

是健康扶贫的最大短板。
根据“五个一”标准化建设要求，

2018 年我省将争取中央预算内补
助资金 13.29 亿元，在贫困地区实施
27 个县级医院、3 个县级妇幼保健
院、3 个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改
扩建项目；安排省级专项补助资金
4200 万元，在深度贫困地区启动实
施 40 个左右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
提升项目。

“硬件”提升了，“软件”也要跟得
上。在持续推进基层卫生“369 人才
工程”、深化城乡对口支援的基础上，
我省将全面开展城乡医院“等额对调
式”对口帮扶，确保基层卫生人才数量
不减、人才培训质量有保障、群众看病
不受影响。根据方案，三级医院每批
向受援医院派驻人员不少于 5人，驻
点帮扶时间不少于 6个月，受援医院
要选送等额相应专业医务人员到三级
支援医院进修培训。

健康促进行动将覆盖所
有贫困县

为了提高贫困地区群众健康素养
水平，我省坚持预防为主，将疾病防控
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筑牢贫困人口健
康屏障，减少因病致贫返贫增量。目
前全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提高到
年人均 55元，服务项目达到 15类 57
项，已覆盖所有农村贫困人口。持续
开展健康促进专项行动。2018年，优
先在卢氏县、光山县等 33个贫困县开
展“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名医名
家走基层”等系列专项活动；2019年，
健康促进行动覆盖所有贫困县；到
2020年覆盖全省各县（市）。③8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光影40年

“中国菜”在郑首次向世界发布
我省10大名菜10大名宴上榜

除了黄河鲤鱼除了黄河鲤鱼，，你还你还吃过哪道吃过哪道？？

为何要发布“中国菜”?
贡献“舌尖上的经济”河南餐饮业销售收入全国第四

“餐饮+电商+零售”模式最“潮”

《河南省健康扶贫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出炉

贫困群众专享健康“礼包”来了

农村贫困人口基本

医保门诊慢性病病种增

加到 15种以上，门诊重

特大疾病病种增加到27

种，政策范围内报销比

例达到85%。

郑州到香港高铁票开售首日

国庆假期车票吃紧

图为入选河南的十大传统经典名菜——豫式黄河鲤鱼②46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摄 图为入选河南的十大主题名宴——牡丹筵②7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摄

图① 1991年 12月，贺安（前排中间）在原阳县李庄小学和同学们
点着蜡烛上晚自习。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侯梦菲

带孩子坐高铁去香港的家长关
心：儿童票怎么买？

国庆想到香港“买买买”的小仙女
关心：能扛多重的宝贝回家？

经常丢三落四的马虎乘客关心：
忘带通行证、车票丢了能不能入关？

想乘高铁去香港旅行的亲，请先
收下这份“乘车指南”。

【关键词】补票

没买到至香港西九龙的车票，能

不能上车补票到香港？

《广深港高速铁路跨境旅客运输组
织规则》规定，列车不办理至香港西九龙
站的越站；旅客自行越站乘车至香港西
九龙站，由香港西九龙站按无票处理。

对于无票、持用伪造或涂改等无
效车票乘车的旅客，补收自乘车站（不
能判明时自始发站）起至到站止车票
票价，核收手续费，加收已乘区间应补
票价50%的票款。

在香港西九龙站发现上述情形
的，按《香港铁路附例》收取附加费，广
深港线路各站至香港西九龙站的车
票，附加费为 1500港元；其他线路各
站至香港西九龙站的车票，附加费为
3000港元。

如果遇旅客违规乘车且拒绝支付
按本规则可征收款项时，列车工作人
员应编制客运记录并将旅客交前方停
车站处理。如旅客在香港西九龙站拒
绝支付该款项时，港铁公司有权按《香
港铁路附例》进行检控。

【关键词】携带品

到香港“买买买”的剁手党，你们

可以带多少行李？

据悉，乘坐跨境高铁的旅客携带
品重量和体积也有明确规定：成年人
20千克（残疾人旅行时代步的轮椅不
包括在20千克内）；儿童（含免费乘车
儿童）10千克；外交人员 35千克。每
件物品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
130 厘米。不办理行李、包裹托运。
对超过免费重量的物品，其超重部分
按每千克 20元核收运费，不足 1千克
按1千克计算。

【关键词】儿童票

郑州东到香港的高铁有没有儿童

票？如何购买？

据了解，跟内地高铁标准一样，乘
坐高铁去香港的旅客，身高1.2~1.5米
的未成年人可购买儿童票，儿童票为
成人票价格的一半。

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
带一名身高不足 1.2米且不单独占用
席位的未成年人乘车，超过一名时，超
过人数应购买儿童票。

【关键词】证件

忘带证件，能不能入关？

一些粗心马虎的乘客，如果忘记
带港澳通行证，就没办法办理入关
了。据了解，如果旅客无法完成内地
出境或香港入境手续时，由车站工作
人员协助旅客乘坐就近列车返回内地
车站。②7

能不能上车补票？能扛
多重的宝贝回家？

请收下这份
“乘车指南”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影报道

从农村娃到小老板

今年 36岁的贺安来自地处黄河
滩区的原阳县李庄村，他已在郑州打
拼创业了18年。

1991年冬天，记者在李庄小学拍
摄了一组贺安与同学们秉烛读书的照
片，一群寒门学子在摇曳的烛光中发
奋苦读，用知识改变命运。27年过去
了，贺安凭借自己的努力在郑州扎下
根来，成为一家汽修厂的老板。

从当年的修车学徒，到今日资产
数百万的老板，贺安说，如果没有改革
开放的政策，没有希望工程的托举，他
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2018年 9
月 5 日，满脸幸福感、获得感的贺安
说，自己现在拥有两套房产，父母也跟
他来郑州享福了。“感谢改革开放，感
谢老师的培养！”⑨3 图② 2018年9月5日贺安（左一）在自己的汽修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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