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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点重点项目

·
□夏远望

日前，在与基层党员干部交流中，

笔者了解到，一些单位和地方对基层

党建存在认识偏差。个别干部认为

“经济工作不抓不行、党建工作

不行再抓”“抓了不长脸、不抓

不显眼，抓与不抓一个样”。对

此，有人还提出党建工作要“虚

功实做”。

党建工作从来都不“虚”，

无论是选书记、配班子还是管

干部、带队伍，无论是创载体、优服务还

是严制度、强组织，哪一项都是实打实，

都与群众“幸福指数”紧密相关。一些

人认为抓党建是“虚功”，抓发展才是

“实功”，殊不知，党建与发展从来就不

是“两张皮”，党建的成效要靠发展来检

验，发展的活力要靠党建来激发，党建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人民服务，

这与发展的最终目的高度吻合。

经济上去了，民生改善了，党建工

作才有说服力。这些年，兰考把党建工

作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导航

仪”，紧扭关键节点，破解“兰考

之问”，脱贫之后百姓日子越过

越美，经济发展势头越来越好；

辉县裴寨村以党建为抓手，凝

聚起“乡亲不富誓不休”的磅礴

力量；许昌市把党建工作与中

心工作、重点工作、日常工作有机融合，

哪里有项目建设，哪里就有党组织。

不抓发展的党建不是合格的党建，

高质量党建带来高质量发展，瞄准发展

做“实功”、服务群众见“实效”，群众才

会更加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1

兰考县坚持以畜牧产业化引领农业现

代化的发展思路，以农业龙头企业带动，打

造鸡、鸭、牛、羊、驴和饲草“5+1”产业体系。

通过培育壮大畜牧龙头企业，做好产业

两端

通过完善畜牧产业中间环节，提升农民

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

通过政策、金融支持，实现贫困群众与

龙头企业的对接

河南省科技馆新馆
河南省科技馆新馆是我省

有史以来政府财政投资最多的

公益性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为

8.96 万平方米，建设用地面积约

5.44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

司是总承包单位。该项目秉承

“具备国际视野，彰显中国气质，

富有河南特色，符合大众审美”

的建设理念，以“国际一流、国内

领先”为建馆目标，旨在打造成

为立足河南、服务中原、辐射全

国的特大型、智能化、智慧型科

技馆。③4

河南省重点项目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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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
省委十届九次全会精神

科技馆新馆“真科技”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5月 20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一
季度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和在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
国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陈润儿出
席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政治局会议、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上，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对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全
年经济工作、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等提出了重要要求。
我们要全面系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
讲话的精神实质，把握党中央的分析
判断、目标要求、重大举措，坚定信心、
集中精力、聚焦重点，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推动
我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清醒认识严峻复杂的经济形
势，深入分析经济发展态势，研究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保持战略定力，抢抓
重要机遇，用好倒逼机制，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提质量，着力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要激发创新创造动力活力，
坚定不移推进结构调整，优化经济结
构，持续实施好“三大改造”。要坚决打
好“三大攻坚战”，特别是打好打赢精准

脱贫攻坚战，进一步聚焦“两不愁三保
障”等突出问题；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工作，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要
强化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增强责任
感、使命感，在转作风、转方式、抓落实
上下功夫。要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坚决克服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把经济工作牢牢抓在手上，
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
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③8

□本报记者 童浩麟

种羊“月嫂”？兰考农民王洪波夫妇的工作让记者开了
眼界。

5月 20日，早上五点半，33岁的王洪波和妻子就来到
离家 30米远的兰考县葡萄架乡中羊牧业公司基础母羊养
殖小区，开始一天的工作。

作为养殖户，王洪波和妻子一天两次为400只待产的种羊
进行羊舍打扫、喂草。其间，王洪波还要查看种羊情况：帮着被
木栏卡着蹄子的羊拔出羊蹄，为抢食的羊“劝架”。

“其实，我们俩就是这400只羊的‘月嫂’。”王洪波边笑
边向记者解释，“从公司确定一只羊怀孕45天左右起，到生
出羊羔，再把羊羔喂养45天，总共7个月时间，我们俩需要
好好招呼着它们。”

从 2018年 10月 6日进场，王洪波和妻子在养殖小区
已整整待了7个月。

王洪波夫妇当种羊“月嫂”的工作，是兰考县畜牧业“龙
头企业做两端、农民兄弟干中间、普惠金融惠全链”产业扶
贫发展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以畜牧产业化引领农业现代化

脱贫已两年多的兰考县，如今的产业布局再次让人刮
目相看：

两年时间，兰考畜牧业亮出多张名片——全国构树扶
贫工程试点县、全国基层畜牧技术推广示范县、河南奶业发
展重点县、河南奶山羊发展重点县。

支撑这些名片的是这样一组庞大数字：截至2018年年
底，全县有规模化养殖场815个；禽、牛、羊、驴存栏分别达到
850万只、9.5万头、40万只、4530头；猪、牛、羊、禽出栏分别达
到44万头、6万头、65万只、2650万只；全县杂交构树、紫花苜
蓿、青贮玉米等优质饲料作物种植达5万亩。2018年，全县通
过畜牧业带动贫困人口7146人稳定增收。

“这两年，我们为提高产业附加值，坚持以畜牧产业化
引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思路，以农业龙头企业带动，打造
鸡、鸭、牛、羊、驴和饲草‘5+1’产业体系。”（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谭勇
本报通讯员 仝乐 李健

5月 19日上午，郑州市郑东新区
象湖畔，河南省科技馆新馆项目施工
现场早早就奏响了雄浑的建设“交响
曲”：塔吊林立的工地，吊车施工井然
有序；各种物料车穿梭而过；整齐划
一的支撑架体，勾画出一片钢铁森
林；工人们精神饱满地工作，一派热
火朝天的景象。

“这种施工场面早已经‘司空见
惯’，来看看我们的‘秘密武器’。”中

建三局河南省科技馆新馆项目部指
挥长赵毅一边说，一边把记者领到
了项目智慧展厅。“刚才的一切，在
这里通过大屏幕都能够一目了然。”

从建设之初，这一项目就融入了
“科技”和“智慧”的元素。项目大力
应用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进场
即对项目部办公区临建、现场布置进
行总平面策划管理，依据设计图纸，
对各个专业进行参数化建模，实现可
视化技术交底，并按照不同专业进行
深化设计，检测碰撞，避免实际施工
中出现重大设计变更。同时，基于

BIM技术的施工进度模拟，以验证施
工组织的合理性。

设计—施工一体化管理平台是
本工程项目管理的“中枢神经系统”，
就是基于 BIM 技术的应用，集成项
目的进度、投资、质量、安全、文档、计
划等各方面信息并进行实时监控。
当天一大早，项目安全员张满良佩戴
齐全装备进入施工现场，一上午“泡”
在现场检查各项施工是否符合安全
标准，这些在一体化管理平台上都能
看得清清楚楚。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郑
世孝）猪伪狂犬病是困扰和危害全球
养猪业的重大传染病之一。如今，这
一 传 染 病 防 控 又 获 得 新 的 重 大 进
展。5月 19日，在武汉举行的第十七
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上，来自洛阳高
新区的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普莱柯生物”）发布了
国内首个获批的变异毒株猪伪狂犬
病灭活疫苗——普伪净，结束了我国
猪伪狂犬病病毒变异毒株防控无疫苗
可用的历史。

普莱柯生物有关负责人介绍，作

为我省重大科技专项成果，该产品由
国家兽用药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田克
恭团队历时 7年研发成功。它的上市
将为我国猪伪狂犬病防控和净化提供
强大的技术和产品支撑，解决了猪伪
狂犬病经典毒株疫苗对变异毒株攻击
保护力度不够的问题。

据了解，猪伪狂犬病是由猪伪狂
犬病病毒（PRV）引起的家畜和多种
野生动物共患的急性传染病，以发
热、奇痒（猪除外）、脑脊髓炎为特
征，是危害全球养猪业的重大传染病
之一。（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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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微调研

瞄准发展抓党建

变异毒株猪伪狂犬病疫苗获批上市
结束了我国该病防控无疫苗可用的历史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坚定信心集中精力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5月 20日，郑州地铁 5号线正式开通初期运营。当日，来自
郑州地铁集团、5号线参建单位的 20对新人登上 5号线列车，参
加“缘起地铁 情定终身”集体婚礼。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缘起地铁 情定终身

02│要闻

05│要闻

09│河南新闻

弱筋小麦
如何“强”起来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

对蛋糕、饼干、面包等的需求越来越

旺，而做饼干蛋糕要用的弱筋小麦，

恰恰在国内缺乏有效供给。如何让

我省的弱筋小麦“强”起来？这是加

快我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深

入实施河南省“四优四化”科技支撑

行动计划的一道试题。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深入践行“五带头”系列谈
在我省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
烈反响

以实践实干实效
推动工作落实

继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提出“五比

五不比”后，省委十届九次全会进一

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做到“五转”“五

带头”。为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推

动省委十届九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

上周本报特别推出“深入践行‘五带

头’系列谈”。一时间，深入践行“五

带头”，坚决克服形式主义成为我省

广大党员干部热议的焦点。

郑州地铁5号线正式“开门迎客”
10│民生新闻更多内容详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