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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字号”渐成“金字招牌”

新乡小麦、信阳毛

尖、灵宝苹果、正阳花

生、泌阳夏南牛……11

月 15日至 18日，第十七

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

会在江西南昌绿地国际

博览中心举行，来自中

原大地品质优良的特色

农产品品牌在英雄城闪

耀。

品牌是农业竞争力

的核心标志，品牌强则

农业强，本届农交会突

出品牌建设，品牌农业

已成为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新动能”。

□本报记者 刘红涛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张
炜）11月 14日，记者从洛阳市科技
局获悉，日前，第二批国家小微企业
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考核结果出
炉，作为全省唯一入选的国家小微
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洛阳
市在此次示范绩效评价中位居第 6
名。

根据相关规定，除了在国家示
范期内获得 6亿元专项资金全额支
持外，洛阳市还将再获 3000万元绩
效评价奖励。

据悉，国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
基地城市示范工作由财政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商务部、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同组织实施。
第二批国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城市示范共 15个城市，包括省会城
市 6个、副省级城市 3个、直辖市城
区2个、地级市4个。

“洛阳市的两创示范工作成效
突出，亮点很多，重微共振模式特色
鲜明。通过提供的验收资料，可以
看出洛阳推进两创示范得力、条理
性强。”国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
地城市示范现场绩效评价组专家表
示。

据悉，洛阳市的示范主题为“重
微共振”，即依托重点龙头企业、重
大科研机构、厚重历史文化，着力打
通政产学研融合通道、军民企地对
接转化通道、市场化运作通道和人

才成长通道，激发小微企业活力，推
动形成“以大带小、以小促大、集群
发展”的“重微共振”效应。

“作为全省唯一入选的国家小
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洛
阳市委、市政府将小微企业创业创
新基地城市示范作为推动‘9+2’工
作布局、实现‘四高一强一率先’奋
斗目标的重要内容。”洛阳市小微两
创工作负责人说。

据介绍，与示范前相比，洛阳市
小微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57.4%、新
增就业人数增长 42.3%、技术合同
交易额增长 970.8%、获得授权专利
累计增长 94.3%，小微企业创业指
标、就业指标、创新指标均超额完成
任务。其中，洛阳市小微企业总户
数达11.6万户，实现了翻番；小微企
业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16.9 亿元，实
现了翻两番；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
等创新创业载体数量达 27家，实现
了翻两番，实现了“一年一大步、两
年一台阶、三年一跨越”的既定目
标。③9

“烤的红薯能让品尝吗？”
“不好意思，我们的红薯已在展会

里被预订了，想要的话，通过网络平台
下单吧！”11月 17日，来自汝阳县刘店
镇沙坪村的郭子豪对南昌市民李先生
边解释边表示歉意。

“我们的汝阳红薯通过地理标志认
证，联合河南科技大学建立现代化脱毒
红薯育苗基地，今年还要申报绿色食品
基地。”这个“90后”小伙子说起话来不
紧不慢。

“老家村里有 1015户，其中 860户
种红薯，红薯产业越做越大，我愿意为
家乡的产业发展出点力。”郭子豪学的
是空乘专业，曾在一家航空公司工作，

月薪过万元，后被父亲“召回”，返乡做
电商销售。“我们的电商平台 7月份开
始运营，现在每月有2000多个订单，我
看好家乡的红薯！”郭子豪说。

做强做大农业品牌，离不开政府的
引导、人才的支持和科技的支撑。省农
业农村厅副厅长刘保仓介绍，全省以

“四优四化”为重点，综合考虑河南十大
优势特色农业基地、中国百强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因素，
选择杞县大蒜、邵店黄姜、兰考蜜瓜等
10个农产品为支持对象，每个农产品
支持500万元，足额下拨农产品地理标
志保护工程资金。

品牌提升价值，品牌创造财富。在

我省，通过品牌塑造，好想你“一颗红枣”
年产值40多亿元，双汇“一根火腿肠”年
产值500多亿元；创建了灵宝香菇和汝
阳红薯2个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示范
样板；推动登记了全国第一个农产品地
理标志（红色地标）——“新县将军菜”。

河南地处华夏之中，农耕文化底蕴
厚重、人文历史积淀深厚。农业品牌背
后蕴含着特定历史文化、浓郁的地方特
色，不断培育品牌、推介品牌、保护品
牌，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提升地方
知名度和产品美誉度。推进农业高质
量发展，农业大省河南必将在质量兴
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的战略下让农
业品牌越擦越亮、越叫越响。③5

“豫字号”农产品闪耀英雄城
——从第十七届农交会透视河南农业品牌

“我们的苹果富硒，欢迎品尝灵宝
苹果。”11月 16日，在南昌绿地国际博
览中心一楼，灵宝市永辉果业董事长常
启超忙得不亦乐乎，招呼来自全国各地
的参会者品尝灵宝苹果。

“以前只知道烟台苹果、洛川苹果，
没想到灵宝苹果口感也这么好。”江西
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乐丽红一
家三口逛农交会，她对灵宝苹果赞不绝
口，“我是搞农业的，以后有机会一定去
河南灵宝实地看看。”

来自灵宝苏村乡段家洼村的张建
国“接待”了一拨又一拨前来洽谈的客
商。

“我们成立有合作社，苹果种植面积
达1万多亩，这是第一次参加农交会。”合
作社理事长张建国介绍，仅当天上午就
有200多人前来品尝、洽谈代理销售。

张建国说，灵宝是亚洲最佳苹果适
生区之一，是西北黄土高原优质苹果产
业带的发源地，海拔 800—1200米，昼
夜温差大，光照充足。“俺的苹果酸甜可
口、营养丰富，今年灵宝举行苹果评选，
俺村果农李君让夺得‘果王’称号。”张建
国说起灵宝苹果如数家珍。

不仅是灵宝苹果，河南作为农业大
省，近年来实施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
牌强农战略，培育了双汇、牧原、三全、

思念等一批“豫字号”知名农业品牌，打
造了新乡小麦、信阳毛尖、泌阳夏南牛
等具有鲜明河南特色的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的“金字招牌”，“三品一标”数量
达 4429个，越来越多的河南农业品牌
叫响全国、享誉海外。

省农业农村厅市场与信息化处负
责人介绍，本届农交会首次公布中国农
业品牌目录名单，在首批300个农业品
牌目录名单中，我省灵宝苹果、柘城辣
椒、正阳花生、汝阳红薯等16个特色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入选，涵盖果品、蔬
菜、粮食、油料等类别，数量上仅比山东
省少1个，居全国第二位。

品牌背后的力量

国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考核结果出炉

洛阳跻身前六
再获绩效评价奖励

（上接第一版）从配料、装瓶、灭菌到育
菇全部实现了机械化、智能化。白灵
菇、猴头菇等产品销往 28个国家和地
区。而灵井镇霍庄村则借助电商平
台，将百余年传统的社火道具生产加
工“舞”出新天地，每年有 2亿多元的
销售收入，带动周边 1000多人就业。

“现在不仅是剧团，年轻人拍个抖音或
者参加公司年会也要来俺们这儿买戏
服。以前开车到外地卖，现在坐在家
里等别人买。”龙腾戏剧用品店老板霍
瑞亭说。

环境美，全面整治扮靓新农村。
五女店镇茶庵李村的 38名党员义务
劳动 43天，将全村犄角旮旯的垃圾全
部清理，并将荒坑填平建成广场，设置
了地埋式垃圾桶，还在全镇率先完成

了户厕改造。85岁的老党员范保林是
抗美援朝老战士，他自豪地说：“生活
好，环境美，这才是新农村。”

生活美，以文“化”人激活乡村新
风。五女店镇大王寨村农历每月初九
由村民自发组成志愿者来到“乐龄之
家”，你包饺子，他量血压，让全村70岁
以上老人过得乐乐呵呵。每到这天，村
里像过年一样热闹。79岁的村民王坤
三感叹：“道路宽了，广场大了，邻里关
系好了，打牌、酗酒的几乎不见了。”村
戏曲文艺宣传队的王玉芳还将这些好
事编成曲剧小品，成风化人，广受好评。

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城乡融
合发展，城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一
首兼具活力和雅韵的乡村振兴奋进曲
在建安大地奏得正响。③6

（上接第一版）台前将成为日照港辐射
豫东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口”。

羽绒、汽车零部件等台前传统产
业，也将搭上“无水港”的“快船”。

在台前县产业集聚区羽绒服装园
区，亿万根羽毛经过洗毛、打碎、烘干、
装配、称重、打包等生产环节，品质上
乘的成品羽绒被运往珠三角、长三角
地区乃至海外加工制衣。

为见证“台前绒”的品质，台前
鹏达羽绒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纪安从
麻袋中掏出一把羽绒，小小的绒团
迅速膨胀扩散成美丽的白花，一袋
袋 出 口 日 本 的 高 密 度 羽 绒 整 装 待
发。

对于“哪里有汽修厂，哪里就有
‘台前造’”这句顺口溜，从事汽配行业

20多年的赵兴昌深有感触，“最早都
是骑着自行车给人送配件闯市场，后
来开起了批发门店和家庭作坊，如今
全县有 50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销
售网点遍布大江南北。”

不久前，台前举办汽车零部件博
览会，毛里塔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
的客商前来洽谈采购。“等‘无水港’建
成了，俺们闯荡世界的底气就更足
了！”赵兴昌说。

“‘无水港’建设为台前打开了一
条沟通世界、接轨国际的通道。”台前
县委书记常奇民满怀信心地表示，台
前将打造一个中原地区独具特色的

“黄金口岸”，加快形成“一带一路”开
放型经济新高地。

台前向海，春暖花开。③9

（上接第一版）老人孩童在健身小游
园怡然自得，美丽楼院建设让一个
个过去杂乱无章的老旧小区变身舒
心的新家园。

电力社区议事会主任老党员张
太明，退而不休，如今是个大忙人，
社区大事小情，他都积极置身其中，
经常接待来取经的各地考察团，前
不久还给省百城提质观摩团介绍情
况呢。

张太明在微信中写道：“干工作
就要付出，当成果得到群众肯定和
认可时，感到的就不是辛苦了，而是
快乐和享受！”

焦作市委坚持“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总体
思路，完善组织体系，健全工作机
制，积极引导和调动各方力量参与
社区建设，极大提升了社区治理水
平。

在焦作市委组织部的精心指导

下，解放区的“三上三下”工作法，让
决策更科学、程序更民主、效果更切
实，发挥了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山
阳区的“党群 360 工作法”，开展议
事理事，群众有了“主心骨”，既保障
楼院日常管理有序运行，又增加了
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如今，居
民对党群议事会的知晓率、满意率
达95%以上。

“‘三上三下’工作法是协商治
理模式的关键部分，是开展社区治
理良性互动的成功法宝。”民政部全
国基层政权与社会管理建设专家委
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教授刘建军这
样评价。

党群议事会盘活了社区治理
“一盘棋”。焦作市通过各级党组织
的核心带动、党员的示范引领、群众
的积极参与，让居民的难心事不再
难，邻里纠纷有人来管，谱写了基层
治理的新篇章。③6

建安区：城乡相融 美美与共 台前县：发展向海 春暖花开

焦作社区党群议事会激活“管事”老党员

□人民日报评论员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

何外部势力横加干涉，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立场。

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时，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当前香港局势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

国政府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

移。这是对香港激进暴乱分子及其幕后支持势力发出的

严厉警告，体现了中央坚决反对和挫败内外势力图谋干

预、搞乱香港的坚定决心。任何企图搞乱香港、损害中国

良好发展局面、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图谋和行径，都

必将遭到包括广大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反

对，也注定遭受可耻的失败。

香港围绕修改《逃犯条例》出现的事态早已完全变

质。香港一些激进势力和暴力分子肆意破坏公共秩序，

毁坏公共设施、暴力袭击警察，到处大搞打砸烧，践踏了

道德底线，突破了法治底线，挑战了“一国两制”原则底

线。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是非不

分，无视香港社会各界的民意诉求，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公然为激进暴力分子和分裂势力撑腰打气，公然插手

香港事务企图对华施压，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充

分暴露了他们搞乱香港、牵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

在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中，一些外部

势力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把肆意纵火、打砸商

铺、暴力袭警等严重犯罪称之为人权和民主问题，他们对

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和中央政府对港政策指手画脚，对“一

国两制”进行别有用心的抹黑、信口雌黄的指责，甚至公

然要以国内法方式为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势力从事“反中

乱港”活动提供保护伞，把香港作为牵制和遏制中国发展

的新筹码。然而，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些外部势

力的种种表演，不仅暴露了他们在人权、民主问题上的极

端虚伪，更让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看清了

他们“反中乱港”的真实面目。他们的险恶用心不会得

逞，中国政府绝不会任由外部势力在香港为所欲为。

暴力犯罪不仅是危害香港社会的“病毒”，也是祸

害全人类的公敌。香港暴徒的残暴行径，已经超越了

人类道德和文明的底线，在任何国家和文明社会都绝

对不能允许。当前，越来越多国家通过官方声明、照会

及公开表态等方式，表示支持“一国两制”，反对外部势

力干涉中国内政，破坏香港繁荣、稳定，希望香港恢复

稳定和秩序。我们奉劝那些为暴力违法行为张目，为

“反中乱港”分子站台的西方政客，尽快改变其错误做

法，停止火上浇油、推波助澜的无耻行为，否则只会在

国际社会引起更加强烈的反感，最终也必将遭到暴力

的反噬而贻害自身。

多行不义必自毙。奉劝那些外部势力趁早收回黑

手，不要与人心作对、不要与大势为敌，中国人民向来不

信邪也不怕邪，香港不是你们为所欲为的地方。认清形

势，悬崖勒马，是你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新华社北京11月 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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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航拍下的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黄河滩区色彩多样，景色怡人
（11月 16日摄）。近年来，当地加大构筑沿黄生态廊道力度，为保护母亲河打下坚实的
基础。⑨3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

沿黄冬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