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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英华

姹紫嫣红五月天，西子湖畔，一杯
香茗待客来。

5月 15日到 19日，第三届中国国
际茶叶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
行，7万平方米的展销面积足足容纳了
3139 个 展 位 ，比 上 届 增 加 了 18%，
1563家国内外参展商云集于此，全球
好茶名茶荟萃一堂。

浙江省的茶叶产业领先全国。
2003 年 4月 9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的习近平到安吉溪龙乡调研时，这样
评价茶产业：“一片叶子成就了一个产
业，富裕了一方百姓。”

此次展会，我省有37家茶企组团参
展，共话产销商机。徜徉其中，聆听一个
又一个关于这片“神奇树叶”的故事，记
者发现，无论在综合展区还是扶贫展区，
无论是信阳毛尖推介会还是贫困地区茶
品牌建设论坛，都在诠释我省“一片叶子
成就了一个产业”的生动实践，展示出近
年来河南茶叶产业良好的发展态势。

从“绿”到“红”提高产品附加值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
茶，诗酒趁年华。”

河南是久负盛名的茶乡，也是我
国茶叶的主产区之一，茶产业一头连
着千万茶农，一头连着上亿消费者，
做强茶产业，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
要任务。省农业农村厅经济作物推
广站副站长胡军勇介绍，河南目前已
形成大别山、桐柏山、伏牛山三大茶
区 。 截 至 2018 年 ，全 省 茶 园 面 积
240.6 万亩，茶叶总产量 6.85 万吨，茶
叶从业人员达 120 万人，茶农人均种
茶收入超过 6000元。

“但是，过去我省以生产名优绿茶
为主，比如信阳毛尖、桐柏玉叶，只采
摘春季茶叶，有些过分追求早、小，使
得茶园利用率低、产量少。”胡军勇说。

“正因如此，我们开始打造红茶。”
桐柏县副县长刘红军接过话头说，原
先只做绿茶，品种单一，大量茶原料被
浪费；现在红茶可以采摘春夏秋三季，
仅此一项，茶农每亩能增收 1200元左
右。从“绿”到“红”，桐柏县主动调整
结构，立足打造中原红茶第一品牌，去
年红茶出口额达 3000万美元。

“红茶、黑茶稳定增长，白茶、黄
茶、乌龙茶从无到有，河南形成多彩的
茶产业格局，呈现出健康、稳步发展的
态势。”胡军勇总结道。

从“叶”到“业”拉长产业链

木制茶台上，长发披肩的年轻姑娘
正在点茶。发源于晚唐、兴起于北宋的
点茶法，对亚洲许多国家都产生了深远
影响。很强的互动性，让河南展区的点
茶台前人头攒动。这位名叫慧儒的女
孩来自莫道茶事，是一家专门从事茶业
培训的机构，此次受省茶叶公司的邀
请，专门来展示、推广中原茶文化。

近几年，我省的花草茶异军突
起。开封大观菊茶展台，一朵硕大的
金黄菊花在透明的玻璃杯中舒展花
瓣，直径达到10厘米，上下飞舞。由于
形态动人，总有人拿着杯子来讨一点
菊花茶喝，大观菊茶公司运营总监张
峥是来者不拒。他说，开封是中国菊
城，品种多、产量大，菊花花会已经连
续举办多年，正是依托这个优势，公司
在开封流转土地 1000多亩，种植基地
还获得了有机认证。目前，该公司产
品占开封菊茶市场的80%。

一片茶叶引发的新产业、新业态
层出不穷。茶叶香皂、爽肤水，还有茶
食品、保健品，以及茶旅游项目等，从
茶“叶”到茶“业”，产业链向上下游延
伸，我省茶产业不断做大做强。

从“贫”到“富”夯实乡村
振兴基础

我国茶产业广泛分布在贫困地
区，特别是大别山、武陵山、秦巴山等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茶产业是当地的
特色产业和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本
届茶博会聚焦精准扶贫，助力脱贫攻
坚，首次设立扶贫展区，积极搭建茶产
品营销推介平台，拓宽流通渠道。

我省组织了固始、光山、商城、桐柏
4个县参展。在商城高山茶展台，其鹏
有机名茶厂的周正详正向客商介绍情
况，忙得不可开交。小周家五代人种茶、
制茶，他的父亲周其鹏被授予“中国制茶
大师”称号。周正详在郑州工作4年后，
2009年返乡创业，成立专业合作社。合
作社382户成员中226户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合作社免费提供种苗和肥料，不但
负责品种选育、生产技术加工培训，还负
责回收原料，使得每户贫困户每年收入
1.3万元，实现稳定脱贫。

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优先任务
和战略基础。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

“铁抓手”，从“贫”到“富”，茶产业带贫
效果突出，功不可没。③5

本报讯（记者 郭戈）5 月 18日，
由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和鹤壁市政府
联合主办的“诗意鹤壁——生态文学
高端研讨会”在鹤壁市召开。国家新
闻出版署原副署长梁衡、中国国土经
济学会理事长柳忠勤、中国报告文学
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中国林业生
态作家协会主席李青松、《人民文学》
编审杨海蒂等 20余位知名专家、作
家出席会议，为弘扬生态文明、推动
鹤壁生态建设建言献策。

本次研讨会围绕鹤壁市生态文
学创作的资源、优势等，探讨如何更
好地促进生态文学创作、挖掘淇河

文化内涵、推进淇河生态保护。与
会专家表示，此次鹤壁之行，对这座
城市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浓郁的生态
文化氛围印象深刻。生态文学是美
的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以大
自然作为书写对象的一种文学形
态，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
自 然 的 平 等 ，强 调 人 的 责 任 与 担
当。鹤壁的作家应加强对本土文化
的深入挖掘与宣传，提升淇河文化
的知名度；应加强与知名作家的沟
通交流，以文学创作的形式唤醒群
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培育鹤壁生态
建设的内生动力。③6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5月 20日
上午，郑州海关首份企业自助打印原
产地证书在西峡县利洋农副食品有
限公司打印成功。该证书为一般原
产地证书，签证货物为双孢菇罐头，
出口目的地为南非。

该公司于当天 8时 30分发送证
书电子申请数据，经隶属郑州海关的
南阳海关审核通过后，公司人员于 8
时 45分自助打印出带有海关关员签
字和海关印章的原产地证书，前后共
用时 15分钟，签证周期较以往缩短
了 80%以上。西峡县利洋农副食品
有限公司也成为全省首家享受到海
关原产地证书签证便利化服务的企
业。

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是海关贯
彻落实国务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
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工作部署的重要

举措，标志着签证电子化“最后一公
里”的打通。原产地证书申办企业可
通过“单一窗口”或“互联网+海关”一
体化网上办事平台上传企业电子印
章及申报员电子签名，并配备一台双
面彩色打印机，海关关员审核通过原
产地证书申报信息后，企业即可自行
打印出完整、有效的原产地证书。

首批实现自助打印的原产地证
书共 15 种，包括中国—澳大利亚、
中国—新西兰、中国—巴基斯坦、中
国—智利、中国—瑞士、中国—冰
岛、中国—格鲁吉亚、中国—新加
坡、中国—韩国自贸协定原产地证
书，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原产
地证书，《亚太贸易协定》原产地证书
（输韩国），非优惠原产地证书，烟草
真实性证书，转口证明书以及加工装
配证书。③8

一片叶子成就了一个产业
——第三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侧记

我省企业可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

生态文学高端研讨会在鹤壁召开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虽然每亩地少打 200斤小麦，但
小麦售价贵了4倍多，核算下来每亩地
能多赚两三倍。”5月 20日，在郏县长
桥镇东长桥村，全国种粮大户、平顶山
市绿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亚培指着自己的富硒麦田说。

郭亚培敢闯敢试，通过改变传统
种养模式，向土地质量要产能，向科技
手段要产出，把承包的土地改良为富
硒田，引进种植黑小麦、绿小麦、旱稻、
黑花生等富硒作物，并加工富硒产品，

探索农业提质增效之路。
“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能提

高人体免疫力，具有辅助防癌抗癌、降
低血脂血压等多种功效。”郭亚培介绍，
他在外务工时了解到，富硒食品有巨大
市场，所以萌生了硒田掘“金”的想法。

说干就干。2007年，郭亚培开始对
20亩农田进行土壤成分改良。“连续3年
不断地施生物菌肥、有机肥、螯合物，并增
施硒肥，土地终于达到富硒标准。”他说。

藏粮于地，也要藏粮于技。郭亚
培又引进测土配方施肥、喷施微量元
素叶面肥、生物综合防治等先进技术，
并先后投资 200 多万元购置大型耕

作、灌溉、收割机械，为企业规模化、科
学化、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如今，除了把富硒农田规模扩大
到了 1800亩，郭亚培还做起了富含硒
的面粉、食用油、馒头、挂面等产品。

“富硒黑馒头在市场上能卖 4元一个，
一点也不愁销路。”郭亚培说。

此外，郭亚培还打造了占地 760
亩的富硒生态园。100多个品种的果
树接茬结果；五黑鸡、鹅等被散养在果
林下，以富硒谷物为食。他说：“这些
全都是绿色富硒产品，价格也是同类
普通农副产品的2倍多。”

在市场竞争中，郭亚培逐渐认识到

品牌的重要性，于是注册了“汝河湾”商
标，公司推出的一系列富硒产品先后获
得中国绿色食品认证。得益于品牌的塑
造，企业竞争力逐渐增强，效益也大幅提
高：谷米、石磨面粉、黑花生、小杂果、五
黑鸡鸡蛋等数十种产品畅销北京、广东、
深圳等地，年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

在郭亚培的带动下，东长桥村也
正由以传统种养业为主向一二三产业
深度融合转变：麦田里，绿浪滚滚；果
园中，瓜果飘香；林荫下，禽畜成群；阡
陌上，游人如织……一个集原生态农
业、观光旅游、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新型
农村正展露芳姿。③8

硒田里长出“金”庄稼
5 月 17

日，国家、省、
市杜仲专家到
汝阳县工业区
罗凹村查看杜
仲 苗 长 势 情
况。该县围绕
杜仲生产系列
化产品，促进
农 民 增 收 致
富。⑨6
康红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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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会武术套路（体校组）预赛

河南摘获三金两银

5 月 18 日下午，2019 年河南省
普通高中校园足球实验班考生专项
能力测试在郑州师范学院西校区田
径场进行，来自河南省各地市的考生
参与了测试。

颠球、运球绕杆射门两个测试项
目中分别有两次机会，并且是连续进
行，选取成绩最好的一次作为最终成
绩。守门员位置单列测试。测试结
束后，专家组将根据测试学生的情
况，向省校足办汇报测试情况，提出
实验班招生建议。

据了解，河南省教育厅对本次校
园足球实验班考生专项能力测试高
度重视，特建立专业测试人员库，采

取随机抽取的办法组成测试小组，测
试人员均来自河南高校相关方面的
专家、教授等，保证了我省校园足球
实验班考生专项能力测试的顺利进
行，切实保障了我省校园足球实验班
的招生质量，畅通了我省校园足球优
秀人才的上升通道。 （校足办）

本报讯（记者 李悦）5 月 18日，
2019年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武术
套路（体校组）预赛在四川成都大邑
县新体育中心落下帷幕。本次比赛
共有来自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的 53 支队伍，总计 344 名运动员参
加，我省则派出了郑州少年儿童体育
学校与平顶山市中心体校 2支代表
队的 14名运动员参赛。最终，河南
小选手们共收获了 3金 2银，14名运
动员也都全部进入下一阶段的决赛。

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
中心、中国武术协会、四川省体育局
主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武术

套路（体校组）预赛，分为青年、少年
两个组别，其中青年组男、女设 22
项，少年组男、女设 14项，包含长拳、
太极拳、南拳、剑术、八法五步等项
目。由于该项赛事涉及二青会武术
套路决赛的资格，因此竞争十分激
烈。

对于此次比赛，河南省武术运动
管理中心高度重视，从去年就开始积
极备战，并组织多次模拟选拔，优中
选优，选派出了 14名最优秀的运动
员参赛。最终，依靠出众的实力，河
南的选手们均完成了赛前目标，全部
获得了下一阶段的决赛资格。⑥9

5月19日，200多名来自全省的网球少年汇聚郑州，参加2019中国网球公开
赛球童选拔。中网的球童选拔不只是对反应速度、球感、身体素质的综合考验，还
给热爱网球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走上顶级赛场的机会。⑥11 本报记者 黄晖 摄

校园足球实验班考生专项测试结束

□本报记者 黄晖

威风凛凛的狮子在鼓声中跳跃腾挪、小小
的空竹在玩家手中上下翻飞，伴随着精彩的表
演，观众中爆发出阵阵喝彩……5月 18日，2019
年河南省民间民俗传统体育大赛在开封汴京公
园开幕。

为期两天的大赛，来自全省各地 25 支代表
队的 1000 余名民间民俗体育高手，在舞龙舞
狮、健身秧歌、象棋、空竹、钓鱼、毽球、风筝、围
棋 8 个项目上切磋交流、尽展绝技，为古都开封
的市民献上了一场民间民俗体育盛宴。组织者
介绍，比赛放在周末进行，既是为了方便各项目
爱好者参赛，也是为了让广大群众有时间观看
比赛。

本次大赛由省体育局、省民族宗教事务委
员会主办，省社体中心、开封市教体局承办，是
在综合原河南省民俗体育大赛和河南省民间传
统体育大会的基础上创办的，也是目前我省规
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民间民俗体育
综合赛事。

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省体育

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既接
地气儿又有良好健身功能的民间传统体育文化，
也得到了不断的挖掘和弘扬。举办民间民俗传统
体育大赛，就是要给民间民俗体育的众多高手一
个展示、交流的平台，促进传统体育项目得到更好
的传承、发展。

在举办本次大赛风筝项目的开封市民广场，
各色风筝在空中飞舞争艳，十分壮观。一只名为

“三叶虫”的巨型风筝尤其抢眼，这只“三叶虫”的
面积达 260平方米，是河南商丘光头哥风筝俱乐
部为本次比赛专门制作的，造价两万多元。记者
发现，由于体型巨大，这只“三叶虫”的风筝线很
粗，而且被牢牢地绑在一辆汽车的尾部。据介
绍，这种传统软体风筝，比较难飞起来，全国只有
四个。“放风筝锻炼身体，活动颈椎腰椎，是户外
有氧运动，今后还要去全国各地巡回参赛。”放风
筝的马师傅告诉记者。

据悉，为迎接即将在郑州举行的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省体育局与省民族宗教
事务委员会还在比赛中融入了更多的民间民
俗传统体育项目，以推动本项赛事品牌的升
级。⑥11

全省民间高手开封秀绝活儿

河南老将荣获全国
老年人乒乓球女单冠军

历经 19年的健康持续发展，截至 2019年
5月 14 日，我省体育彩票历史销售总额已突
破 1000亿元大关，累计筹集体育彩票公益金
超过 267 亿元，体育彩票实体店达到 1 万多
个，为 3万余人解决了就业岗位。

自 2015 年年销量突破 100 亿元以来，河
南体彩连续实现高位跨越，2018年迈上年销
量182亿余元的新台阶。2019年，河南体彩已
实现销量 62.51 亿元，筹集体彩公益金 14.90
亿元，其中的7.45亿元体彩公益金将用于我省
体育和公益事业、7.45亿元上缴中央（上缴中
央的体彩公益金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
约4.47亿元）。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在省体育局的
正确领导和国家体育总局体彩中心的规范
指导下，以“建设负责任、可信赖、健康持续
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为目标的发展过程
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广大购彩
者的积极参与。河南体彩人也不忘初心、勇
于担当，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以负责任的
方式努力筹集体彩公益金回报着社会。河

南体彩筹集的体彩公益金广泛用于补充全
国社保基金、建设遍布城乡的健身路径、开
展社会体育活动支持全民健身和群众体育、
扶贫、教育助学、城乡医疗救助、农村养老服
务、奥运争光等。

在我省，凡是中国体育彩票冠名的全民
健身和群众赛事、活动，都有体彩公益金的支
持，河南体彩一直在为体育强省、出彩中原建
设和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积
极的贡献，努力向河南人民上交满意的答
卷。 （凡高峰）

本报讯（记者 李悦）5月 20日，记者从省老年体协获悉，
刚刚在湖北黄石结束的 2019年全国老年人乒乓球交流活动
男女单打阶段的比赛中，我省代表队的姜华、马丽萍分别获得
了女单的冠军和季军，这也创造了河南在老年体育乒乓球赛
事中的最好成绩。

全国老年人乒乓球交流活动，是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
为老年乒乓球爱好者专设的一项年度赛事。今年的赛事
于 5月 16日开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27支代表队近 300
人参赛。本次活动设有混合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
个项目，团体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取分组单
循环，第二阶段采取单淘汰赛进行，出场顺序为男子双打、
女子单打、男子单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每名运动员每
场比赛只允许出场一次。单打比赛采取第一阶段小组单
循环，取前两名，第二阶段单淘汰赛制，每场三局两胜，每
局 11分制。

来自洛阳的姜华今年 55岁，包括她在内，我省这次共派
出男女各四名队员参赛，年龄最小的55岁，最大的75岁。在
女单比赛中，姜华和马丽萍杀入16强，两人在半决赛中相遇，
姜华以 2∶1胜出，并获得了决赛资格。在与湖北队朱淑华的
最终决战中，姜华以2∶0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为我省老年体
育争得了荣誉。⑥9

河南体彩历史总销量破千亿
筹集体彩公益金超267亿

巨型风筝尤其抢眼。 本报记者 黄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