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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静）5 月 31日，
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6月 1日
起，我省原工商 12315、质监 12365、
食药监 12331、物价 12358、知识产
权 12330 五条投诉举报热线平台，
统一整合为新的市场监管 12315 热
线平台，正式实现“五线合一、一号
对外”，消费者遇以上相关维权问
题，可通过 12315 一条热线“一站
式”求助。

据介绍，省市场监管局于今年 5
月 13日起已试运行 12315一号对外
受理机制。记者拨通了12315投诉举
报电话进行体验，电话接通后，有语音
提示“消费维权请按1、质量监管请按
2、食品药品监管请按 3、物价监管请
按 4、知识产权监管请按 5、人工服务
请按0”，记者拨出1后，便有相关工作
人员接通电话进行记录和受理。

“按照计划，6月 1日至今年底，
五条投诉热线的融合还仅仅是‘物理

整合’，消费者还需再进行一次转接，
到明年年初，随着内部管理机制的统
一，消费者直接拨打电话即可。”省市
场监管局 12315 指挥中心负责人宋
环英说。

如果消费者不清楚自己所投诉
举报的问题归属于哪个领域该怎么
办？宋环英说，消费者可直接按 0键
接通人工服务，工作人员会进一步指
导，“即便消费者在语音转接中接错
了对应处理部门，只要是在省市场监
管局的业务受理范围内，工作人员都
会做好记录和内部分转。”

据介绍，为方便消费者，今年年
底前，12365、12331、12358、12330
四条热线将暂时保留，与 12315同时
运行，明年年初正式取消。

宋环英介绍，目前 12315网上平
台仍只能受理原工商的消费维权投
诉举报，尚不能同时受理原质监、食
药监等四部门的网上投诉举报。③9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我们村接待游客超过 7万人次，
参与经营的 150 多个农户，营业收入
超 50万元。”5月 30日，说起五一小长
假的成绩，郏县茨芭镇山头赵村党支
部书记赵万选兴奋地对记者说。

几年前，山头赵村还是一个省级
贫困村，贫困发生率20.7%。“土路两丈
宽，污水滩连滩，畜禽粪污排路边。”赵
万选说，原来这里不仅“脏乱差”，更是
穷得叮当响，村小学连一间像样的教
室都没有。

山头赵村是国家级传统村落、中

国历史文化名村，但耕地少，土壤贫
瘠。如何立足资源禀赋，扬长补短，带
动农民增收？

乡村振兴，文化为魂。郏县司法
局驻山头赵村第一书记吴帅攀说：“只
要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打好‘文化牌’，
叫响旅游品牌，山头赵村就能朝着农
村美、农民富的目标迈进。”

自 2017年起，山头赵村先后恢复
整修古寨门、古戏楼和石板街道等古
建筑，举办了“中国农民丰收节暨郏县
首届丰收季活动”“传统年味活动”“山
货大集”等大型活动，效果立竿见影。

“山货大集”让100多户村民总价值20
多万元的山货售罄；春节期间的打铁

花表演，场面气势磅礴，每晚都能吸引
1万多名游客……

大批游客的到来给山村带来了
商机：老街两旁摆满摊点，山野菜、农
产品和中草药等被包装成袋，方便游
客购买；临街餐饮店内，生意都红红
火火……

5月 30 日中午，村内壹号农家院
里客喧如沸，赵电臣在厨房忙得满头
大汗。赵电臣看到乡村旅游的潜力，
利用自己的做菜手艺，开了村里第一
家农家乐，从年初开业到现在，每天都
能接待七八桌客人。尝到了乡村旅游
的“甜头儿”，他把儿子、儿媳都从外边
叫回来帮忙，如今家里 12口人都扑在

农家乐上。
随着赚钱路子越来越多，更多的

村民选择把瘠薄的土地流转出去。村
民赵占强流转了村里 500多亩土地种
植果树。他说：“春季赏花节，秋季采
摘节，漫山遍野都是宝贝儿，埋头苦干
就能致富。”

“石嶥山前古寨焕新姿，鲁医河畔
乡村奔振兴”。去年年底，山头赵村顺
利脱贫了。

如今，这个古村落呈现出欣欣向荣
的景象：一座座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
诉说着往昔岁月，一棵棵雄伟粗壮的百
年古树郁郁葱葱，宽敞整洁的文化广场
上荡漾着欢声笑语……③4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5 月 28
日，记者从在郑州举办的首届中原品
牌培育工程峰会暨第二届河南省品
牌大会上获悉，目前已申请加入中原
品牌培育工程的各类企业有 600 多
家，已确认优先培育企业83家。

“品牌是一个企业、一个城市乃
至一个国家竞争力的综合体现，品
牌强国是助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因素。”省工商联副主席赵
纯武在会上致辞，希望广大民营企
业加强企业品牌建设，积极创造条
件，进入中原品牌培育工程，以品牌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争做出彩河
南人。

省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陈孝杰说，中原品牌培育工程的主题
是发掘中国品牌的河南力量，让中原
品牌影响世界，定位是发掘（选出
来）+培育（塑造好）+传播（走出
去）。经企业自愿申报、相关部门推

荐，目前已申请加入中原品牌培育工
程的各类企业有 600多家，已确认优
先培育企业83家。

河南省企业品牌研究会会长程
方河说，品牌培育工作得到了政府部
门、金融机构、传媒机构、品牌服务机
构等的大力支持。渤海银行郑州分
行为中原品牌培育工程入选企业授
信 50亿元。河南省广告传媒业商会
向中原品牌培育工程传播平台赠送
3000万元宣传推广大礼包。中国品
牌策划管理研究院宣布，对中原品牌
培育工程支持品牌培育资金 1800万
元。峰会上，中原品牌培育工程组委
会还与河南省中大门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签订了中原品牌培育工程跨境
电商平台合作协议。

中铁装备工程集团、民生药业集
团、河南陈氏花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等入选企业在会上分享了企业品牌
创建的经验和体会。③5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今年要
做好防大汛、抗大旱准备。”5 月 31
日，在全省防汛抗旱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申
季维说，据预测，今年汛期我省降雨
南多北少，旱涝并存可能性较大，今
后一段时期集中降雨的频次、强度可
能会增大。

据介绍，今年年初以来，我省气
候异常多变，冷空气南下频繁，气温
变幅大，降雨分布不均。受厄尔尼
诺影响，今年汛期我省降雨“南多北
少”，东部和南部地区偏多 0 到三
成，北部地区偏少两成，旱涝并存可
能性较大，局部有可能会出现极端
天气。

我省今年降雨缺少，部分地区旱
象初具。今年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
108 毫米，较多年同期均值（192 毫
米）偏少四成多。5月份以来，全省平
均降雨量 9 毫米，较多年同期均值
（69.5毫米）偏少近九成。入汛以来，
全省平均降雨量 5毫米，较多年同期
均值（34.2 毫米）偏少近九成。信阳

市平均降雨量16.4毫米，三门峡市平
均降雨量10.2毫米，南阳市平均降雨
量 8.7 毫米，其他市均小于 4 毫米。
据省防办介绍，淅川县个别山区村庄
的群众出现饮水困难。记者近日在
豫西南走访时了解到，部分农田干
旱，影响秋作物播种。

我省各地水库已为抗旱做好准
备。截至 5月 30 日 8时，全省 22 座
大型水库（不包括小浪底、三门峡、故
县、西霞院水库）蓄水总量30.77亿立
方米，可用水量 24.45亿立方米；108
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8.24亿立方米，
较多年同期均值多蓄1.24亿立方米，
可用水量6.47亿立方米。③5

消费者维权热线“五线合一”
今起仅拨打12315即可

发掘培育传播河南品牌

中原品牌培育工程
确认优先培育企业83家

今年要做好防大汛抗大旱准备

今年以来，全
省平均降水量
108 毫米，较
多年同期均值
（192毫米）偏
少四成多

108
毫米

古村落萌发新活力

5月 30日，宜阳县莲庄镇七彩花海公园内，“舞动船城 为国旗添彩”全民广场舞大赛激情开赛，来自全县各乡村的33个舞蹈队正在进行激烈角逐。近年来，该
县扎实开展“三区人才”培训及“快乐星期天”活动，提升了基层群众文化素养，活跃了百姓文化生活。⑨6 田义伟 摄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夏天

初夏时节，广袤的豫东大地到处孕
育着丰收的景象。5月 28日，夏邑县刘
店集乡的王飞农场一片繁忙，工人们根
据订单，采摘、过秤、封装、邮寄，把最新
鲜的瓜果蔬菜发往全国各地。

农场的主人叫王飞，十几年前，初
中毕业的他希望通过外出打工跳出农
门，可几年下来一无所获，2004年，他
返乡寻找出路。

刚开始，他到处拜师学艺，从事过
多种职业。2006 年，他决定利用在县
农广校学到的技术发展高效蔬菜。当
年，他建了两个塑料大棚，种植反季节
蔬菜，每亩收入 8000 多元，效益是传
统种植的好几倍，这更增强了他做大
做强蔬菜产业的信心。随着规模的扩
大，王飞又遇到了一些新的技术问题
和销售问题。2010 年春，他参加了省
农广校开办的免费全日制中专班的学
习，系统学习了现代种植技术和经营
管理知识。

毕业后，王飞发现种早熟水果效
益更高。种大棚水果，缺资金，他通过
政府担保，在农村信用社贷了款；缺技
术，他到县农广校寻求帮助，还多次到
外地参观学习，不断提高生产能力和
经营水平。

2012 年，王飞在县农广校老师的
指导下，流转 100 亩土地建起了家庭
农场，种植杏树、桃树、苹果树等，经过
几年的发展，目前，王飞农场的面积已
达 200多亩，果树品种也越来越多，平
均每亩效益在 3万元以上，年纯收入上
百万元。

多年来，王飞坚持“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人优我转”的经营理念，摸索
出“一年四季有活干、一年四季有钱
赚”的经营、种植模式。

王飞致富后不忘乡邻，他说：“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有义务带领群
众共同致富，助力脱贫攻坚。”从2014年
开始，王飞采取“家庭农场+土地流转+
贫困户务工+脱贫技能培训”的办法，流
转 26户贫困户的土地 104亩，与 24户
贫困户签订劳动用工协议，农忙时吸纳
50余名贫困人员参与生产。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来王飞农场学
习的人越来越多。王飞农场被定为“全
省新型职业农民实训基地”，他在农场
建立了“农民田间学校”，先后举办培训
班 30余期，对贫困户进行免费培训指
导，3000 余人次参加培训。王飞个人
还被评为“河南省十佳新型职业农民”

“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并当选为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③3

解锁种植新方式

——返乡创业正当时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

元 。 干 一 行 ，就 要 爱 一 行 。

争当“领头雁”，不断钻研，不

断创新，形成自己的特色，一

定会有出彩之时。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

才 算 富 。 作 为 一 名 共 产 党

员，我有责任、有义务宣传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依靠党

的 好 政 策 带 领 群 众 共 同 致

富，做一个新型职业农民。

今后，我要进一步转变

经营理念和模式，传授创业

成功经验，带动更多的人发

展现代农业，努力为乡村振

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贡

献。③3

（本报记者 王平 整理）

创客心语

【开栏的话】河南作为全国新兴的
奶业大省，2018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河南省奶业振兴行动计划》，提出推动
奶业高质量发展，努力把奶业发展成为
我省食品工业的支柱产业，把我省建设
成为全国重要的乳品生产和加工基地，
实现由奶业大省向奶业强省跨越。

6·1“世界牛奶日”之际，为进一步
普及奶业知识，河南省畜牧局联合《河
南日报》开设 2019“健康中原—牛奶
伴您行”奶业公益行动宣传专栏，启动
奶业系列公益宣传，引导科学饮奶，促
进乳品消费，推进奶业高质量发展，助
力奶业振兴行动。

近年来，河南立足资源、区位、市
场等优势，大力发展以奶业为主的优
质草畜，奶业得到了持续健康发展，奶
类产量、乳品加工量均位居全国前列，
成为全国新兴的奶业大省。

为加强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我省
对生鲜乳收购站、运输车严格实施许可
管理，积极探索生鲜乳第三方检测，在

全国率先启动并初步建成了生鲜乳质
量安全信息化追溯体系，构建了省、市、
县和乳品企业三级四层信息化追溯体
系监管平台，实现了实时监控、全程追
溯，有效保障了生鲜乳质量安全。

“世界牛奶日”的由来

上世纪 50年代，法国促进牛奶消
费协会最早提出了牛奶日的设想，这
个设想在 1961 年被国际牛奶联合会
（IDF)所采纳，并作出了每年 5月第三
周的周二为“世界牛奶日”的决定。由
于这一天在每年当中不固定，因此
2000 年经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
议，兼顾到一些国家已经确定的日期，
并征得世界上 700多位乳业界人士的
意见，于是把每年的 6 月 1 日确定为

“世界牛奶日”。
“世界牛奶日”活动的一项重要内

容是宣传牛奶的营养价值和对人体健
康的重要性。中国从 1999 年开始宣
传“世界牛奶日”，鼓励人们多喝奶，通
过对牛奶的宣传，促进奶牛消费，进而

带动牛奶的生产，形成良性循环，最终
达到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的目的。

喝奶的好处

牛奶的营养十分丰富。从食物营
养价值来看，牛奶的营养是最全面的，
它完整地包括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
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各种营养素，
且品质优良、配比合理、色香味俱佳。
牛奶蛋白质含有人体所必需的 8种氨
基酸，消化率高达 98%。牛奶钙含量
丰富，是有机钙的最好来源。除常规
营养元素以外，牛奶还富含乳铁蛋白
等生物活性物质，可有效提高人体免
疫力。牛奶对于促进青少年骨骼发
育、健康成长和预防中老年骨质疏松、
成年人心脑血管等都十分有益。欧洲
各国长期以来流传一句名言：“牛奶是
上帝赐予人类最接近完美的食物”。

每人每天300克

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小康社会
不能没有牛奶。一杯牛奶，价值几何？

营养专家表示，牛奶富含优质蛋白及人
体必需的所有氨基酸，容易消化吸收，
可以满足人体营养需求，对人体免疫功
能具有调节作用。牛奶中的钙吸收率
高于一般食品，是最佳的补钙食物。每
升牛奶约含1000毫克钙，还含有可以
促进钙吸收的其他辅助成分，如钙磷比
为1.3∶1，接近人体骨骼钙磷比，更易被
人体吸收。专家建议，喝牛奶时，少量
多次饮用比一次大量饮用更利于钙的
吸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
天饮用300克牛奶或奶制品，建议选择
多种乳制品，丰富多样性。

乳品分类小贴士

奶制品是指以生鲜牛(羊)奶及其
制品为主要原料，经加工而制成的各
种产品，包括液态奶、奶粉、炼乳、乳脂
肪、干酪、乳冰激凌等。我们日常所说
的牛奶主要是指液态奶，包括巴氏杀
菌乳、灭菌乳、调制乳、发酵乳。

巴氏杀菌乳：是仅以生鲜牛（羊）
乳为原料，经 65℃-85℃巴氏杀菌等

工序制成的液体产品，具有“纯、原、
活、鲜”四大优势。“纯”即纯天然、没有
任何添加；“原”即原汁原味，不经过任
何调制；“活”是指最大限度地保存了
牛奶中有益的活性物质；“鲜”是指保
质期只有3-7天，鲜奶鲜饮，因此包装
上可标“鲜牛奶/乳”。

灭菌乳（UHT）：是以生鲜牛（羊）
乳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奶粉，不添加
其他辅料，采用超高温灭菌技术制成
的液体产品。灭菌乳无须冷藏，也称
常温奶，保质期3-6个月或更长时间，
包装上多标有“纯牛奶/乳”。

调制乳：是以不低于 80%的生牛
（羊）乳或奶粉为主要原料，再添加其
他原料，采用适当的杀菌或灭菌等工
艺制成的液体产品。如红枣奶、核桃
奶等。

发酵乳：是以生牛（羊）乳或奶粉
为原料，经杀菌、发酵后制成的产品，

也就是大家平常饮用的酸奶。

喝奶腹胀？有真相！

有人喝奶会腹胀？这是怎么回
事？专家介绍，这是因为部分人群有乳
糖不耐症。牛奶里含有乳糖，部分人体
内缺少乳糖酶，乳糖不能在小肠内被充
分分解，导致乳糖直接进入大肠，被大
肠中的细菌发酵产酸产气，导致出现腹
胀、拉肚等症状，称为乳糖不耐症。专
家表示，有乳糖不耐症的人士可以选择
酸奶，因为酸奶在发酵中已将乳糖转
化；也可选奶酪，因为奶酪乳糖含量非
常低，且富含乳蛋白；还可以将牛奶与
饼干、面包等食物一起食用，避免不适
症状；或者选择专为该人群设计的低乳
糖牛奶。大部分乳糖不耐者是可逆的，
通过少量、多次饮用，并经一定时间的
适应，可以正常饮用牛奶。

(河南省畜牧局奶业管理办公室)

普及奶业知识 助力奶业振兴

“健康中原—牛奶伴您行”奶业公益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