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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以林业生

态建设为重点，通过发展

林业产业，推动花卉苗木

种植、林下经济、森林康

养等绿色产业发展，实现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8月 2日，
记者从 2019年河南高招集中录取现
场获悉，我省普通高招本科二批录取
工作已经结束，共录取新生 198608
人，其中文科录取 62175 人、理科录
取 136433 人。至此，今年我省本科
层次招生任务全部完成，本科层次共
计扩招9100多人。

今年我省本科二批继续做好各类
定向招生，尤其是小学教育（全科教师）
本科层次定向招生的精准投档和录取
工作。我省承担今年小学教育（全科
教师）本科层次定向招生任务的7所高

校共录取 1100人。河南科技职业大
学作为全国首批、河南唯一的本科层
次职业教育试点高校，文理科均按照
招生计划要求全部完成录取任务。

本科二批招生院校多，录取规模
大，工作强度高，全体招生工作人员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要
求，强化责任担当，扎实细致工作，圆
满完成了录取任务。录取期间，我省
还组织考生和家长代表参加普通高
招“录取开放日”活动，邀请中学校长
代表到录取现场参观座谈，广泛征求
意见和建议。③5

本报讯（记者 孙静）8月 2日，省
市场监管局发布 2019年第二季度全
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抽查样品
总体合格率达 97.5%，其中蛋制品、
乳制品、婴幼儿配方食品、冷冻饮品
等消费品合格率均达100%。

今年第二季度，省市场监管局共
完成并公布 32大类 40364批次食品
样品监督抽检结果，检验项目合格的
样品 39344 批次、不合格样品 1020
批次，样品总体合格率为 97.5%。大
宗食品合格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如粮
食加工品、调味品、肉制品、蛋制品、
乳制品的样品合格率分别为 99.0%、
99.3%、98.8%、100%、100%，均高于

样品总体合格率。
从检验不合格的项目看，以农药

兽药残留、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
加剂、微生物污染等问题为主，此外
还有质量指标不符合标准、重金属等
元素污染物超标等问题。

省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针对监督抽检中发现的问题，各级市
场监管部门已采取措施依法处理，并
责令生产经营者召回不合格产品，采
取下架等措施控制风险，下一步，将分
析原因进行整改，并在日常监管工作
中加大跟踪抽检力度，防控食品安全
风险。公众若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
为，可拨打12315投诉或举报。③8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琚青青 桑涛

“我上台来打快板，精准扶贫表
一番。房屋内外大变样，前后左右亮
堂堂。要想脱贫致富快，应当全靠产
业带……”8月 3日下午，在杞县文艺
工作者的演绎下，音乐快板《精准扶
贫颂党恩》赢得台下观众连连叫好。

这是杞县扶贫扶志文艺节目展
演在阳堌镇小岗村精彩上演的场景，
节目把脱贫攻坚政策变成百姓听得
懂的“乡音土语”，让群众喜欢听、听
得懂、记得住、学得会、用得上。

在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开封
市坚持扶贫先扶心志，致富先振精
神，在激发脱贫内生动力方面下足

“绣花功夫”。
强化宣传，打通脱贫攻坚“最后

一米”。开封市采取“攻心为上拔穷
根”策略，补足贫困户精神之钙。祥
符区采取“脱贫攻坚夜谈会”“百村千
场科教电影放映”等宣讲形式，解决
扶贫政策“棚架”问题。全市通过乡
村大喇叭宣传党和国家的“三农”政
策、宣传脱贫攻坚工作中涌现出来的
各类先进典型，营造社会脱贫攻坚舆
论氛围，提高群众政策知晓率、满意
度，使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自我脱贫
成为自觉行动。

文化入心，跑出脱贫攻坚“加速

度”。自2016年以来，开封市坚持把
完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作为贫困
村退出的刚性要求，对贫困村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实行工程化、项目
化、动态化管理。今年年底，全市所
有贫困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将全部完成。同时，组建市、县两级
共 12支“红色文艺轻骑兵”脱贫攻坚
宣传小分队，常态化深入贫困乡村开
展文化帮扶演出活动 187场，观众达
4万余人。

文明扶志，提振脱贫精气神。自
2018年起，开封市以举办“孝老饺子
宴”为载体，推广建立孝善敬老基金，
加强文明扶志，推动移风易俗。今
年上半年，开封市各县区已有 2280
个村举办了饺子宴，参加活动的老
人近 20万。按照“先进先行、典型示
范、逐步推进”的思路，全市共有 152
个村开展试点，引导成立孝善理事
会、设立孝善敬老基金，形成家庭孝
心 养 老、社 会 善 心 敬 老 的 良 好 风
尚。全市所有贫困村均修订了《村
规民约》，建立健全村民议事会、道
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会
等群众组织，推行婚事新办、丧事简
办，坚决遏制因婚因丧致贫返贫现
象。同时，广泛开展“好家庭、好媳
妇、好婆婆”、星级文明户等先进典
型 选 树 活 动 ，用 身 边 人 教 育 身 边
人。③4

□本报记者 张建新 王斌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白秋津

盛夏时节，鲁山县五里岭特色经
济林长廊两侧，一片丰收的景色：漫山
遍野的果园林木葱茏，圆黄、皇冠、红
香酥等 20 多个品种的酥梨挂满了枝
头，硕果累累。

“酥梨品种好，不愁卖。今年亩产
能有 3000斤左右，每亩收入 5000元，
目前已经签下了700吨的订单。”8月 2
日，刚刚和广东一客商签完订单，董周
乡铁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孙磊磊的脸上
挂满了笑容。

曾经无人问津、土壤贫瘠的乱石
岭，经过20多年的发展，如今已成为覆
盖董周、库区、瓦屋等乡镇38个行政村
的特色经济林长廊，酥梨种植规模 5.6
万多亩，年产值达1.3亿元。

五里岭的蝶变，是平顶山市发展
林木产业、林果产业、林下种植养殖业
等“三林”经济，实现兴林富民、绿色惠
民的生动实践。近年来，该市采取人工
造林、封山育林等方式，高质量、高标准
推进国土绿化工作，使道路、荒山绿起
来、美起来，提升绿水青山的“颜值”。

如何将林地“资源”变成“资本”，把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平顶山市
以林业生态建设为重点，通过发展林业
产业，推动花卉苗木种植、林下经济、森

林旅游等绿色产业发展，实现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位于宝丰县赵庄镇大黄村的宝丰
荣欣农业科技园，香樟、桂花、海棠、紫
薇等苗木林立，郁郁葱葱；林下套种的
丹参、防风等中药材长势正旺。

“园区一棵迎客松价值就在 10万
元左右，而林下种植的板蓝根，每亩利
润也有 7000 元。”该科技园负责人华
得欣告诉记者。

林上“栽金”，林下“刨银”，不止荣
欣农业科技园如此。平顶山市依托丰
富的森林资源，通过林业产权制度改
革，采取“大户牵头，股份合作”的形
式，立体开发林下经济，形成了以林为
主，林下间作（林苗间作或林菜间作或
林养间作）的模式，昔日的绿色森林日
渐成为群众致富的“绿色银行”。

在鲁山县耀伟甜柿基地，柿树上，
果实累累；柿树下，鸡鸭成群；地面上，
生态草繁密葱茏，旱时保墒，热时降
温。鲁山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周耀伟
说：“甜柿易管理、病害少，进入盛果期后

亩产最高可达 4000公斤，经济效益可
观，目前已在省内推广种植2000余亩。”

“三林”经济，点绿生金，良好的绿
色生态正成为普惠的民生福祉：

林业资源日渐盘活。全市共有林
业用地面积340万亩，其中林地312万
亩，林木蓄积量890万立方米，去年森林
业及相关产业产值达100亿元，林区农
民来自林业的年均纯收入达8000元。

林果产业多元发展。全市特色林
果面积达46.23万亩，千亩以上的家庭
农场和种植基地发展到50多个，酥梨、
蓝莓、血桃、软籽石榴等不仅成了当地
的优质品牌，也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
主导产业。

林下经济方兴未艾。全市千亩以上
的非公有制林业大户240多户，总面积
达60.12万亩，林下经济总产值14.8亿
元，初步形成了林下养鸡、养猪、养鹅以
及种植花生、中草药等多个特色产业。

广袤林间，阡陌纵横。如今的平
顶山，一幅生态美、产业强、百姓富的
林业产业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③9

□本报记者 王延辉

8月 2日，黄帝故里新郑，迎来了
一场以“科技赋能经济·校地共谋发
展”为主题的高峰论坛，15名“两院”
院士、全国知名大学校长共同探讨全
球创新趋势，展望科技发展愿景，对接
科技创新资源，深化校地合作，以“科
技之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是推动发展的不竭动
力。如何用科技为经济“赋能”？在
这场由新郑市政府、郑州市科技局主
办的高峰论坛上，嘉宾们或登台演
讲，或围坐访谈，掀起“头脑风暴”。

这是一场科技创新的高峰盛会，
也是一次促进校地合作的务实之举。

“我们将结合郑州和河南发展的
实际需求，发挥学校优势，在人工智

能、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领
域寻求合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
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信和如是说。

加强校地合作、推进产学研紧密
结合，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

论坛中，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
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介绍，上海
交大与河南省科技合作频频“开花结
果”，承接河南企业合作项目27项。

深化校地合作，赋能经济发展。
据丁奎岭透露，目前，上海交大结合
河南省、郑州市打造“中国智能传感
谷”的未来规划，拟开展智能传感及
检测领域的研发和技术转移工作，助
力河南省信息产业升级。

在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朱健梅看
来，郑州居天地之中，联动八方，交通区

位优势是河南的一张“王牌”。她表
示，西南交大将发挥在轨道交通上的
科技研发优势，促进校地紧密合作，
助力郑州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在嘉宾访谈环节，国家“大飞
机”专家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张
彦仲，河海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王超，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许
京军，浙江大学副校长王立忠，电子
科技大学副校长杨晓波，郑州大学
副校长关绍康围坐一起，就“航空产
业发展”“创新治理水环境”“应对创
新创业新挑战”“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新材料产业发展”“科技成果转
化落地”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交流。

“引进一个项目，带来一个团
队，做大一个产业”这样的裂变效应
在发展实践中反复得以印证。此次

高峰论坛上，不光有思想的碰撞，更
有务实的合作。

论坛中，新郑市与西南交大、深圳
市永达电子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共
建轨道交通5G网络平台合作协议；与
电子科大签订共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研究中心合作协议；与成都新尚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共建中部知识产权
交易中心合作协议。

一个区域或城市与科技的距
离，决定着其与未来的距离。在激
烈的发展竞争中，郑州乃至河南正
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深化
校地合作，补短板创优势，加快构建
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深度融合为支撑的科技创新体系，
不断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拥抱更
加美好的未来。③9

15名“两院”院士、大学校长共话“科技赋能经济·校地共谋发展”

科技决定城市未来

“三林”经济 点绿生金

今年本科二批录取19万余人

二季度全省食品监督抽检结果发布

蛋制品乳制品等合格率100%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施
书芳 程硕）8 月 3日，记者从河南机
场集团获悉，7月份，郑州机场旅客吞
吐量突破 260万人次，创郑州机场通
航22年来最高纪录。

7月份，郑州机场累计发送旅客
267.8万人次，同比增长 8.96%，是今
年以来单月旅客吞吐量最高的一个
月。暑运以来最高峰日出现在7月31
日，达到8.9万人次，创历史最高水平。

在航线网络通达性方面，今年前
7个月，一批新的航线相继开通，其中
郑州直飞英国伦敦（代码共享至卢森
堡）、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缅甸曼德
勒、马来西亚吉隆坡、俄罗斯莫斯科、
菲律宾卡利博 6条国际定期客运航
线相继开通；郑州至巴彦淖尔、格尔

木、和田、黑河、衡阳、若羌等 8条国
内客运航线首航成功，加密了郑州至
曼谷、普吉、首尔、大阪、岘港等亚洲
地区热点航线。截至 7月底，在郑州
机场运营的客运航空公司达 56 家
（国际地区 21家），开通客运航线达
205条（国际地区25条），通航城市达
110个（国际地区22个）。

今年暑运期间，由于恶劣天气频
繁出现，航班受到限制非常多。在这
种情况下，7月份郑州机场航班放行
正常率突破80%，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4.77%。值得一提的是，8月 1日 8时
47 分，南航 CZ6595 航班（波音 737
客机执飞）从郑州机场北跑道顺利完
成非全跑道起飞，这是郑州机场第一
次使用这种方式保障飞机起飞。③9

郑州机场7月旅客吞吐量创新高
“非全跑道起飞”为航班正常放行添“利器”

激发内生动力 下足“绣花功夫”

近年来，栾
川县依托秀美的
自然风光大力发
展 生 态 旅 游 产
业，变绿水青山
为金山银山，有效
助推了当地群众
脱贫增收。图为
8月 3日，游客在
老君山度假区享
受夏日清凉。⑨3
本报记者 陈更
生 摄

8月 4日，柘城县陈青集镇后徐王村村民在查看红豆杉生长情况。2014
年，该村开始种植经济价值、药用价值很高的曼迪亚红豆杉，为村民致富找到
新门路。⑨3 张超 摄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通讯员 冯文娟）

“从需求方入手，以高品质棉花为抓
手，引领棉花主攻方向‘由量向质’转
型升级，解决我国棉花产业多年来存
在的品质短板问题。”这是8月4日国
家棉花产业联盟在安阳市举行的高
品质棉花可持续发展暨纺织服装产业
升级高峰论坛上强调的。来自全国
农业、科研、流通、金融等行业的400
多名代表，围绕“质量兴棉、绿色兴棉”
主题和5个议题进行了坦诚对话、深
入交流，形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

国棉联盟理事长、中国农科院棉

花研究所所长李付广坦言：“多年来，
我国的棉花产业局面是‘科研单位研
制什么，种子企业就卖什么，生产部
门就生产什么，纺织企业不得不用什
么’的传统生产模式，如今变革为‘纺
织企业需要什么，生产部门就生产什
么，种子企业就提供什么，科研单位
就研制什么’的现代生产模式。”

棉花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
和纺织工业原料，事关国计民生，常
年种植面积达 500 万公顷，涉及全
国近 1亿棉农的收入，1800多万纺
织工人的就业岗位。

棉花全产业链条长，棉花产业

管理环节多。2016年 11月，国家农
业部门主导成立了由“科研—生产
—加工—流通—纺织—服装—贸
易”全产业链 208 家企事业单位组
成的国家棉花产业联盟，建立高品
质棉花试验区。

近3年来，国棉联盟通过品种改
良、示范园建设等，形成了“生产链+
产业链”的双链驱动战略。同时，他
们通过家纺类、孕婴童类、内衣类、
卫生用品类等终端领域授权推广品
牌，倒逼棉花生产链、产业链“双链”
融合发展，推进“品质中低端”向“品
质中高端”转变，全面提升了我国棉

花产业国际竞争力。
本次5个分论坛，围绕高品质棉

花生产可持续发展、孕婴童服装及相
关产业可持续发展、成人服装及相关
产业可持续发展、“保险+期货+金
融”保障高品质棉花发展、棉花产业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课题进行
了主旨演讲。

“河南棉纱产量、纺织综合实力，
分别在全国排名第二位和第六位。这
次论坛对加快我省棉花产业升级，具
有战略意义，将促进我省棉花产业向
中高端水平发展。”河南省纺织行业协
会常务会长袁建龙坦言。③9

国棉联盟安阳高峰论坛传递信息

种啥棉花需求方说了算

基层亮点连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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