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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稻谷飘香,

丰收在望。种好粮、产好

米、吃好饭,一头连着农

民的腰包,一头牵着百姓

舌尖上的新期待。

九月中旬,习近平总

书 记 在 河 南 考 察 时 强

调,要 扎实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积 极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牢

牢抓住粮食这个核心竞

争力,不 断调整优化农

业结构,深 入推进优质

粮食工程。

新中国峥嵘岁月

·

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10月 4
日至 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同保
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和波兰六国元首互致贺电,庆
祝中国与六国建交70周年。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向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和
良好的祝愿。习近平指出,六国是最
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国家。
建交70年来,中国同六国秉持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原则推动双边
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给中国同六国人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当前,双
方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互利合作成
果丰硕,人文交流丰富多彩。新时代,
中国同六国的关系面临新的更广阔的
前景。我高度重视同六国关系发展,
愿同六国元首共同努力,以建交70周
年为新起点,用好共建“一带一路”和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遇,推动传

统友好合作关系迈上新台阶。
六国元首一致表示,70年来,各自

国家同中国的双边关系经受住时间和
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取得长足进展
和丰富成果。六国高度赞赏中国在现
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国梦进程中取得的
辉煌成就,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珍
视传统友谊,愿全面加强同中国双边
交流与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不断向前发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分别同六
国总理互致贺电。李克强表示,中方
愿同六国以建交 70 周年为契机,深
化政治互信,推进双边各领域务实合
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中国—欧盟合作取得
更大进展,更好实现互利多赢。六国
总理表示,愿不断提升与中方务实合
作水平,共创双边关系和中国—中东
欧国家合作美好未来。

“稻虾米”“富硒米”“小包米”……
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曾经一碗普
通的大米迎来新的“打开方式”。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百姓带来了看得
见的变化、尝得到的喜悦。

“虾稻共育”让大米更美味

湖南省南县地处洞庭湖腹地,是
个传统农业大县。过去,稻米品质不
高,为了扩大市场,一些米厂之间打

“价格战”,每斤大米顶多卖两元,利润
只有一两分钱。

“稻虾米”给这里带来了转机。
2015年,南县开始选育适宜当地土壤
和气候的优质稻品种。每年春天将小
龙虾的虾苗投放到田间,初夏时节收
完虾,再种一季水稻。“小龙虾+优质
稻”的模式,让一亩稻田的平均收入超
过3500元,比过去翻了好几番。

不仅虾肥稻香,生态也更安全。
对农药化肥,小龙虾是最敏感的“质检
员”,可以有效降低农药化肥的施用。

南县副县长武深树介绍,目前全

县稻虾种养规模达 50万亩,年产小龙
虾 8万吨,“稻虾米”24万吨,综合产值
达到100亿元。

“加点功能”让大米更营养

硒,这种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
在几年前,对于老农民金宝军来说,还
是个新鲜玩意儿。如今,喜获丰收的
他在黑土地上收获着新“硒”望。

百姓餐桌上的健康需求吹来一场
田间变革。为了让大米更有特色,黑
龙江省方正县与黑龙江省农科院合
作,探索富硒大米的生产方式。

每年8月,几十架无人机和施肥机
在稻田上作业,通过喷洒叶面肥,提升
水稻中硒的含量,种出的大米可以帮
助人体补充微量元素。

今年,方正县投入 650万元,免费
为农户提供硒肥和技术服务。全县富
硒水稻种植已由最初的1个村、100余
户,扩大到 8个乡镇、1万多户,种植面
积达62万亩。火起来的“富硒米”带动
农民增收 3000多万元,成了名副其实

的富民产业。
为了满足日渐增长的市场需求,

方正县里的一家企业今年建起了一条
年产60万吨的富硒大米生产线。从大
米脱壳到加工包装整个流程实现了数
字化、智能化。

如今,当地新一批“富硒米”订单即
将出库,金宝军也盘算着把即将收割的
新米,邮寄给远在青岛的亲戚尝尝。

“按顿包装”让大米更新鲜

“一小包是 220克,能蒸出三碗米
饭。一次拆一包,正好够三口之家吃一
顿。”在吉林省辉南县朝阳镇兴德村,物
元农场营销总监陆晓泉向记者介绍。
她手里托着一个只有巴掌大小的“小包
米”,如同小零食一般,模样可爱。

和村民们过去成吨成吨的卖大米
不同,农场把新收获的水稻,带着稻壳
储存在仓库里,这种方式在农村并不
多见。

“有订单才加工,带壳储存更保
鲜,大米品质更好。”陆晓泉说,“小包

米”17.8 元一包,不仅方便食用,还利
于储存,深受年轻消费者欢迎。

不仅卖大米,农场还面向消费者
提供“售后服务”。在他们的客户微信
群里,专门的营养师不断根据客户的
个人口味和身体健康状况,推出定制
食谱。

如今,农场凭借标准化种植管理
和电商销售平台,种植的有机大米供
不应求。农场还搞起了“私人定制”,
消费者可以租一块田,通过田间的摄
像头,就能够看到大米从播种、生产、
收割到加工的全过程。

在希望的田野上,欣欣向荣的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开启崭新气
象。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年
全国粮食作物订单生产面积增加1200
多万亩,稻田综合种养面积增加300多
万亩,优质稻谷面积增加 150多万亩。
各地因地制宜,正在发展多样性特色产
业和多种形式的高效种植模式。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7日电 执笔
记者:李凤双 杨思琪 参与采写:于文
静 周勉 薛钦峰 王君璐)

1976 年,我国发生了一连串震
撼世界的大事。1月 8日,周恩来总
理逝世。4月,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
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发生后,
邓小平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
务。7月 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朱德逝世。7月 28日,河北唐山一
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遭受
巨大损失。9月 9日,党、国家、军队
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逝世,
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在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
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
活动。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
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叶剑英、李先念、汪
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和反复
商量,并征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同
志的同意后,决定执行党和人民的意
志,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

10月 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

在中南海坐镇指挥,以召开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议的形式,宣布对王洪文、
张春桥进行隔离审查,同时对江青、
姚文元也进行了隔离审查。就这样,
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没费一枪一弹,
没流一滴血,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粉碎了“四人
帮”集团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发动武装
暴乱的图谋,对“四人帮”在其他各地
的帮派骨干也采取果断措施,保证了
全国政治局势的稳定。

10月 18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
党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
国亿万群众衷心拥护。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
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
了国家,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为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创造了前
提。共和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习近平同六国元首
就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

1976年：十月的胜利

1 承载亿万信赖，助力中原更出彩

“豫酒振兴 出彩河南”仰韶在行动系列报道之六 郑州篇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刚刚在郑州

落下帷幕，伴随着运动会吉

祥物“中中”的身影，天地之

中的河南郑州再次刷屏全

国。你所熟悉的郑州是什么

样子的？是家门口越来越便

捷的地铁和畅通全国的高

铁?或是跨境电商、中欧班列

辐射的越来越广？抑或是郑

州人永远也吃不腻的烩面，

还有越喝越香的彩陶坊。

你所熟悉的郑州，越来

越散发着强大的力量。而随

着“豫酒转型发展”战鼓的擂

响,河南白酒业旌旗猎动、号

角声声。仰韶彩陶坊酒通过

在郑州市场及河南省内的十

余年深耕，以陶香为代表的

河南元素白酒，逐步强势崛

起，乘振兴东风、踏奋进鼓

点，借助郑州发展的天时地

利人和，将一款陶瓶酒打造

成产业“网红 IP”，成为中原

一张靓丽的名片。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本报通讯员 张萌

乘振兴东风 踏奋进鼓点 彩陶坊以省会力量带动陶香热潮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以
这样的视角去看豫酒文化，也可以说
一部豫酒史，半部国酒史。拥有一亿
多人口的河南省，省会郑州，人口破千
万、GDP破万亿，发展势头迅猛。郑州
下辖 6个市辖区、5个县级市、1个县，
面对如此之大的市场，白酒需求量自
然不容小觑。

为助推河南省白酒业更好更快发
展，2017年河南将白酒产业定位为河
南转型发展的 12 个转型攻坚重点产
业之一，河南白酒业再度活跃起来。
经历了全国酒类产业又一轮的深度调
整，这几年，仰韶酒业的大单品彩陶坊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甚至有些年
轻人在聚会时也开始选择彩陶坊。

从这样一组数据就可以看出彩陶
坊的热度，自彩陶坊在郑州上市以来，
已连续七年开展“你喝酒、我代驾”活
动，每年为百万人次提供免费代驾，在
减少酒驾行为的同时提升公民的文明
素养，为打造平安郑州、构建和谐社会
作出积极贡献。助力平安出行，目前，

“你喝酒、我代驾”大型公益活动，于今
年5月10日在全省同步启动，惠及全省

各市区，便利亿万消费者，以公益担当
赢得消费信赖，2019年最直观的体现
就是，消费市场的“金九银十”之际，销
量相比同期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营销势能方面，不论是郑州市举
行的各类高端会议还是国际性活动，
都可以看到彩陶坊的身影，国际旅游
城市市长论坛、己亥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郑州国际航
展、大河财富中国论坛、郑州国际少林
武术节、丝路中原文娱盛典、环嵩山自
行车挑战赛等，在四海宾朋、全球客商
面前，彩陶坊展现了中原厚重的文化魅
力与独特风采。在中部崛起、郑州经济
高速发展的带动下，彩陶坊承古鉴今，
走出了一条稳健之路，承载亿万河南消
费者的信赖，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每一座城市，都是从一条条街道
发展而来。而一条条街道组成的城市
网络中，铭刻着一座城市的记忆。

如今穿梭在郑州这些见证过历史
的大街上，随意走进一家经营食品饮
品的店铺，就会见到仰韶彩陶坊的身
影。彩陶坊的门头、彩陶坊的橱窗陈
列，这些代表着郑州经济的街与巷在
发展进程中由古老的土街砖路变成双
向车道，形成双向多车道进而越来越
宽广的车水马龙，一辆辆公交车上彩
陶坊陶瓶偌大的身影交相辉映。

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交通中，郑州
地铁的亮丽身影中，彩陶坊号专列也

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行走的酒窖，郑东
新区的游船、郑州四通八达的高速公
路，都有彩陶坊的身影。

仰韶酒业响应豫酒振兴号召，斥
资千万，在全省 18个省辖市开展了针
对于彩陶坊地利的“百城万店 百万品
鉴”专项活动，与当地各大酒店合作，
通过对彩陶坊地利酒进行不同调配度
数的盲品，以及各类游戏参与和免费
品鉴，从 6月到 9月，在这三个月时间
内，郑州市区共合作开展几十家酒店，
投放地利产品数千瓶，累计覆盖 10万
人次消费者。郑州的街与巷，无不散
发着引人入胜的陶香。

“现金红包送不停”活动更是以
99.9%的中奖率为消费者准备惊喜大
礼，拉近了与郑州市民的距离。7 月
底，仰韶酒业在全省 18 个省辖市开
展“寻找 2019 元红包大奖幸运得主”
活动，只要购买彩陶坊地利、人和系
列产品，就有机会扫码赢取“2019 元
大奖”，另外还可获得地利品鉴酒一
瓶。郑州包括市区与郊县在内的多
位消费者都在聚会宴饮之余收获了
大奖。

就是这样的一个个片段，发生在
这个城市街道的不同位置，主角却都
是一样的彩陶坊，一样的陶香。

2 见证时代变迁，飘香郑州街与巷

3 豫酒行业标杆，一盏陶香醉商都

客户联谊会现场大家同唱《我和我的祖国》

活动现场产品陈列

在中秋白酒市场销售旺季到
来之前，郑州中心的销售团队就
早早进入了备战中秋营销活动的
状态。8月 2日，郑州彩陶坊中心
召开 2019 年中秋动员大会。仰
韶营销公司总经理助理、郑州彩
陶坊销售中心总监马锋，以及郑
州中心各分公司经理，办事处主
任，业务及办事处内勤等 200 余
人参会。

俗话说理论与实践相联系才
能取得胜利。在动员大会召开之
后，为了提升团队的整体素质和
协作水平，郑州彩陶坊销售中心
全体成员在洛阳万安山进行了为
期两天的拓展训练。在拓展训练
中，中心全员展现了团队成员坚
不可摧的凝聚力和团结向上的积
极态度，以及备战中秋的高昂士
气。马锋表示，一个人的成功并
不能代表整个团队的成功，只有
团队中的成员相互协助、相互团
结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在郑州彩陶坊中心踏着奋进
的鼓点积极奋战销售旺季之时，8
月 26日，豫酒中原行第三站在郑
州开启。一盏陶香醉商都，悠悠
7000 年仰韶文化在商都郑州再
次迸发夺目之光。在这场盛会
中，仰韶向大家淋漓尽致地展示
了深厚的企业文化，优秀的团队
协作。仰韶在以郑州为中心的新

一轮消费带动中，向郑州消费者
呈现了高端的豫酒形象，优异的
豫酒品质，同时也为金秋白酒市
场销售旺季开灯引路，进一步在
郑州扩大仰韶彩陶坊知名度，赢
得了更加广泛的关注。

“恪守工匠精神，坚持品质至
上；提升用户体验，满足消费需求；
倡导诚信经营，促进厂商共赢；振
兴豫酒产业，助力中原出彩。”这是
在仰韶营销公司总经理郝惠锋的
领读下，豫酒重点企业共同宣读发
布的《豫酒郑州宣言》。郑州作为
豫酒企业的战略市场，彩陶坊必将
带领兄弟企业一起为豫酒树立新
形象、建立深远影响。

过去的十年里，我国经济规
模增加了2.5倍，成为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超过 1亿的中产阶级消
费者崛起，中国人的消费习惯渐
渐向愿意为品质、为服务买单靠
拢……仰韶在我国经济改革、转
型发展的热土中蓬勃发展，风雨
中走过十年峥嵘岁月，如今已然
成为豫酒的行业标杆品牌。

兼容并蓄，陶香醉中原，喝的
是品质；红陶黑彩，源远流长，喝的
是文化。步入新时代，踏上新征
程，乘的是豫酒振兴发展的东风，
踏的是昂扬奋进勃发的鼓点，彩陶
坊以省会力量，承载亿万信赖、见
证时代变迁、带动陶香热潮。

““彩陶坊杯彩陶坊杯””环嵩山自行车挑战赛颁奖现场环嵩山自行车挑战赛颁奖现场

为了百姓餐桌上的一碗好饭
——粮食品种升级满足舌尖上的新期待

这是9月23日无人机拍摄的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八一街道邵林子村稻田。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