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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韧性——

保持平稳运行，质量不断提升

看潜力——
动能加快转换，活力竞相迸发

□薛世君

在基层采访时听到这样一种

声音：农业附加值太低，种地不划

算。殊不知“三农”领域正在发生着

深刻的变化，做好“农业+”这篇大

文章，构建“大农业”格局，“农字经”也能念出高效益，

念出高质量。

当前，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不充分，集中表现

在“三农”领域；最大的潜力、最大的机遇，也在“三农”。

且不说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

化等都将拉动不可估量的内需，激发新的动能，单说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新趋势，就孕育着在农业领域“变道

超车”的时代机遇，这也是我省的一大优势。

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质量效益当然高

不了，站在时代风口上，才能飞起来。永城利用富硒

小麦产业带优势，以龙头企业带动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西峡的香菇“触网”，摇身一变成了香菇酱、香菇脆

片、香菇粉等，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鄢陵、栾川等

地从卖农产品到卖生态康养，从农事体验到品味乡

愁，产业链越拉越长，越来越时尚……随着经营农场

化、农民职业化、农产品产业化，“农业+电商”“农业+

生态”“农业+互联网”“农业+直播”等新业态、新模式

激发的化学反应，几何级数地提升着农业的效能，革

命性地改变着农业农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在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农

业+”，“钱”途十足、前景广阔。1

乡村振兴系列谈

02│要闻

□本报记者 刘红涛

省委十届九次全会提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方
向，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总
目标，努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
了部署，提出努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为
今后我省‘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定下了目标。”5
月5日，“三农”问题专家朱攀峰博士表示，河南作为
农业大省，始终把粮食生产牢牢抓在手上，不断提
高粮食产能，同时“围绕农字上工业、上了工业促农
业”，用工业理念发展农业，大力培育农产品加工企
业，由卖农产品走向卖制成品，食品工业风生水起，
已成为全国第一粮食加工大省、第一肉制品大省。

数字最有说服力：我省粮食产量先后于 2006
年、2009年、2013年、2017年迈上1000亿斤、1100
亿斤、1200亿斤、1300亿斤台阶，2018年达到1330
亿斤，再创历史新高，用全国1/16的耕地，生产了全
国1/10的粮食、超过1/4的小麦，每年向省外输送原
粮及制成品约400亿斤。立足农业优势，我省大力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生产了全国 1/2的火腿肠、1/3
的方便面、1/4 的馒头、3/5 的汤圆、7/10 的水饺。
如今，越来越多的河南食品，通过“四条丝绸之路”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可以说，河南探索走出了一条从‘国人粮仓’

到‘国人厨房’再到‘世人餐桌’的提质增效之路，农
业发展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重大
跨越。”朱攀峰认为，要巩固农产品加工优势，延伸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以“三链同构”增
强竞争力，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
效益型转变，不断筑牢大粮仓、丰富大厨房、做优大
餐桌，加快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让农业真
正“强”起来。

省委十届九次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美”
“生活美”“生产美”的美丽乡村，在营造良好生态环
境上塑造新优势。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
一场硬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薛玉森表示，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让乡村“美”起来，各地要以“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为载体，围绕村庄自然禀赋、人
文内涵、产业特色，科学修订或完善村庄建设规划，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向农村延伸，为美丽乡村建设补齐短板。

下一步，我省将通过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梯次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持续开展厕所革命、
加快开展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不断提升村
容村貌；加强村庄空间整治，实施荒芜宅基地整治；
推进村内绿化和围村片林建设，打造绿色生态村
庄；实施村庄亮化行动，完善公共照明设施；整合农
村公共资源，建设文化健身广场、综合服务中心。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屈芳）5 月 6 日至 7
日，省长陈润儿先后到郑州、开封、新乡、
濮阳、安阳五市调研，要求扎实推进黄河
滩区居民迁建工作，不断提升乡村教师
住房保障水平。

陈润儿强调，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凝
聚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深
切关怀。我们要牢记嘱托、不负期望，抓
住重点、破解难题，让滩区群众搬得出，
稳得住，富得快。

在中牟县狼城岗镇安置区，部分群
众已喜迁新居，一路之隔的小学已经投
用。听说当地还同步规划发展了花卉、
宠物食品等产业，陈润儿鼓励有关负责
人，要积极开辟渠道、扩大就业，促进群
众稳定增收。

在长垣县浦东家园社区，一栋栋美
丽的住宅楼掩映在绿树丛中，3300多名
滩区搬迁群众已全部入住。陈润儿先后
走进幼儿园、便民服务中心察看，详细询
问迁建群众生活、生产、管理方式的变
化，强调要加快推进“从滩区到城区、从
农民到市民、从贫困到富裕”的转变。他
还来到在建的开封市祥符区杜良乡安置
区、濮阳县三年规划县城安置区，反复叮
咛要注重工程质量、抓紧配套建设，确保
按期保质完成迁建任务。

调研中，陈润儿尤为关注滩区群众
的搬迁感受。他走进刘海蓉、张彩红等
家中察访，与老支书罗金合、王国堂攀
谈，听大家直夸党的政策好、对“搬”出来
的好日子充满信心，陈润儿十分欣慰。

“一路走来，深刻感到黄河滩区居民
通过搬迁摆脱了贫困、改变了命运、促进
了和谐。”陈润儿叮嘱有关市负责同志，
要牢牢抓住重点，做到主体与配套建设、
质量与进度保障、生产与环境改善、公共
与生活服务四个“一起抓”。要创新破解
难题，做好政策落实、资金保障、就业安
置、旧村复垦等文章，把这一滩区群众热
切期盼的好事办好，不辜负党中央、国务
院期望。

陈润儿还赴内黄县、滑县，深入多所
乡村学校实地察看教师周转房建设情
况。每到一处，他都看望慰问乡村教师，
了解工资收入和生活待遇情况，听取周
转房、保障房建设的意见建议，对落实好
全省教育大会精神提出要求。

黄强、霍金花分别参加调研。③4

本报讯（记者 孙静）5月 7日，记
者从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中原农险”）获悉，从 2015年开业
至今，该公司保费收入实现连续三年
增长，2018 年保费收入 16.57 亿元，
同比增长 50%，高于行业平均增速
31个百分点，带动河南农险市场规模
从 4年前的全国第八位跃升至目前
的全国第二位。

“作为我省唯一保险法人机构，
中原农险以创新赋能、技术加持，推
动承保险种从2015年的9个，扩展至
如今的 364 款，覆盖 90 个品种或场
景。”中原农险党委副书记李惠勇说。

中原农险的创新引领为全省农险
市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与2015年相

比，全省小麦、水稻保险覆盖面已提高
1.5倍；油料作物保险覆盖面提高5倍；
小麦、花生、水稻主要粮油作物平均承
保覆盖率上升至74%，全省农险市场规
模从17.4亿元增加到45.5亿元，从全
国第八位跃升至全国第二位。

农险市场规模的壮大和特色险种
的开发，为全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带来更大保
障。中原农险开发承保果菜茶菌、特
色养殖等特色品种达41个，承保面积
745万亩，业务覆盖全省 14个地市、
40个县区。2018年，中原农险共为全
省提供农业风险保障6500多亿元，支
付赔款9.9亿元，有效发挥了农业风险
保障体系主力军作用。③4

·

第三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第三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
距开幕还有 天2

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届九次全会精神

奋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我省农险市场规模跃居全国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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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冠军队”

□聂冬晗 赵云 摄影报道

你可曾想到，佳能、尼康、蔡司、索尼、华为
等世界知名公司生产的相机、手机，所使用的镜
头、镜片不少产自河南？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新技术产业迸发出较强
活力，信息电子、新材料、光学镜头等战略新兴产
业快速增长，有些甚至成为细分领域的“冠军”。

近期，记者走进在光学镜头制造领域有“冠
军”之称的企业，用镜头记录大牌镜头“河南造”
的生产瞬间，讲述它们在助推乡村振兴和高质
量发展中的出彩故事。⑨6

大牌镜头
“河南造”

上图 5月 6日，新乡市红旗区新东创业园
内，河南百合特种光学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在目测
3D打印配套镜头成品的洁净度。

中图 位于伊川县的洛阳拜波赫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的镜头（5月 5日摄）。该公司年
生产各类镜头超过400万支，产品远销海外。

下图 5月 5日，洛阳拜波赫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高精密镜片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操作自
动化生产设备。

“农业+”是一次
“变道超车”机遇

韧性·潜力·定力
——透视当前中国经济

看定力——
坚持深化改革，持续扩大开放

开局良好，前景可期。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潜力持续释放，定力保持

不变，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攻坚克难、稳健前行。

在媒体融合的滚滚浪潮中，在守正创新的历史方位上，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肩负责任担当，驾“云”而来，腾“云”而上，吹响了拥抱
信息时代的冲锋号。

融媒新时代“云”上好风景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扫描

去年 4月，王万才被评为唐河县脱贫示范户、县首届劳动模
范，迎来了人生第一个“高光时刻”；10月，他获得“河南省脱贫攻
坚奖奋进奖”。王万才说：“咱们一定要撸起袖子加油干，既为自己
争气，也给党和政府争光。”

脱贫“老树”开“繁花”

03│要闻

07│综合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