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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雪滋润着大地，就像我们
的科技服务滋润着庄稼，为
下一年的丰收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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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 1月 7日电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之年。新闻战线“新春走基层”活动7日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
县启动。全国广大新闻记者将深入践行“四力”要求，聚焦脱
贫攻坚主题，把新闻写在大地上、写进群众心坎里，展示好奋
进的中国、美丽的中国、温暖的中国。

“新春走基层”活动已进入第10个年头，成为新闻战线的
年度重要行动、响亮新闻品牌。活动开展以来，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新闻战线持续记录当代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始终牢记初心使命、践行“走转改”精神、增强

“四力”，坚持深入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现象级作品不断涌现。
2020 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开展好“新春走基

层”活动暨“脱贫攻坚一线见闻”主题采访具有更加特殊的
意义。新闻记者将以此为契机，聚焦脱贫攻坚这一伟大壮
举，深入中西部 22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脱贫攻
坚前线，充分报道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甩掉穷帽子、拔掉穷根
子、踏上富路子的生动故事，深入挖掘基层党员干部攻坚贫
中之贫、艰中之艰、忘我奉献的感人事迹，集中刊发来自一
线的鲜活报道，以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激励人们用汗水浇
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凝聚起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
攻坚的强大力量。

春节回家团圆是中国历史传统，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
液。新闻记者将继续做好春运宣传，精心做好春节假期宣传
报道，深入群众、深入现场、深入基层，以小见大展现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韧性活力和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徐麟在此次“新春走基
层”活动启动仪式上致辞。中宣部、国务院扶贫办、国铁集团、
河北省委与中央地方媒体负责同志及骨干编辑记者约140人
参加了启动仪式，部分与会负责同志和中央媒体代表作了发
言。会后，参加“新春走基层”媒体编辑记者分别前往脱贫攻
坚一线展开集中采访。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 实习生 谢卓）1月 7日，记者从省
农业农村厅获悉，我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园体系，今年创
建 30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到 2022年建设 100个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带动建设一批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到2025
年建成以国家级为龙头、以省级为骨干、以市级为基础的现代
农业产业园体系。

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上，我省的正阳县、温县、延
津县、泌阳县先后获批，每个园区得到中央财政 1亿元支持。
其中，正阳县已通过评估认定，温县、泌阳县、延津县正在有序
创建；在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上，2019年，省农业农村厅
与省财政厅批准创建扶沟县等30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涉
及优质小麦、苹果、食用菌等13个主导产业，省财政给予每个
产业园奖补资金 3000万元；在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上，
各地高度重视、积极谋划，建立工作机制、制定工作方案、确定
创建名单，创建工作全面启动，17个省辖市规划3年建设市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 221个，2019年已批准创建 74个，涉及优质
小麦、中药材、果蔬等15个主导产业。

“目前，我省涵盖国家、省、市三级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
体系基本构建，梯次推进的格局基本形成，各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聚焦主导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增值价值链，正成为乡村
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者。”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刘保
仓说。③9

聚焦脱贫攻坚 展示奋进中国
——2020年“新春走基层”活动暨

“脱贫攻坚一线见闻”主题采访启动

我省构建三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体系
今年创建30个省级产业园

▼ 1月7日，游客在光山县南向店
乡何畈村鑫磊合作社草莓园内采摘草
莓。该合作社以观光旅游带动草莓销
售，让村民走上了脱贫致富路。⑨3
谢万柏 摄

▼1 月 7日，卢氏县范里镇新庄
村的村民在大棚内摆放香菇菌棒。
临近农历新年，范里镇新庄村的村民
抓紧时间将培育好的香菇菌棒上架，
以供应春节市场。 新华社发

30个

74个

2019年，省农业农村厅与省财

政厅批准创建扶沟县等30个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17个省辖市规划3年建设市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 221 个，

2019年已批准创建74个

□本报记者 童浩麟 张笑闻

1 月 7日早 7点，天刚蒙蒙亮，雪下得
正紧。52岁的陈国平又下乡了。

冒着新年的第一场雪，记者跟着兰考
县科协主席陈国平一起来到离兰考县城
25公里的小宋乡东邵一村脱贫户任杰的
家中。

刚一见面，任杰就迫不及待地领着
陈国平看他家地里的四座蔬菜大棚。麦
地里，白雪皑皑，滋润着新年的丰收希
望；蔬菜大棚里生机勃勃，西红柿叶子绿
油油的。

“我家 7口人，靠着种大棚蔬菜去年一
年就挣了25万元。要是没有‘陈团长’，不
可能种出这么好的蔬菜，更不会卖出这么
好的价钱。”站在一人多高的西红柿植株
旁，任杰口中不停地念叨“陈团长”的好。

在兰考，一提起陈国平，就不得不说他
的“一懂两爱”科技服务团。

2017年 9月，驻村 3年多的陈国平担
任兰考县科协主席。在外人看来，科协主
席就是一份“闲差事”，他却觉得，无论做什

么工作，作为干部“就要主动去干，更要拿
出精气神儿去干”。

2017年的兰考已经脱贫，一村一品的
产业脱贫模式叫响全省。但兰考的产业发
展也遇到了瓶颈——农民对土地的管理、
种植技术不达标，生产的农产品“量大”“质
低”，好多农产品卖不上好价钱。

陈国平看到了这块短板，他借助科协
这个平台，组建了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科技
服务团，带着兰考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组
团”到田间地头指导种植。

兰考地广、人多，服务需求量很大，十

来个团员根本忙不过来。陈国平决定服务
团“扩招”：把兰考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农业领域专家和乡土人才召集起来，“一
懂两爱”科技服务团就此成立。

短短半年，“陈团长”就拥有各类农
村人才 300 多人！根据涉及领域不同，
这些人才被分为 7个科技服务组：蜜瓜蔬
菜组，红薯花生小麦饲草组，果树苗圃
组，食用菌组，鸡鸭组，牛羊驴组以及农
村电商技能人才培训组。7 个小组各司
其职，一年多时间，为群众提供技术服务
1万多次。

在陈国平的带领下，“一懂两爱”科技
服务团的服务面越来越广，农民也在科技
的带领下奔上致富路。

葡萄架乡王庄村的贫困户李自豪就是
个典型代表。2016年，他种了蜜瓜，但结
出 来 的 瓜 个 儿 小、味 儿 淡 ，销 路 很 差 。
2018年，在“一懂两爱”科技服务团的指导
下，他家的 5亩大棚蜜瓜用上“秘方”——
喷施硒肥，亩产达5000公斤，且品质好，让
李自豪一年就赚了10万元。

“这一年我还完了欠账，家里又添了一

辆小货车，真是大丰收啊！”在科技的帮助
下，李自豪的日子越发甜蜜。

科技的指导，让兰考百姓的生活变得
滋润，陈国平觉得，科技服务团能做的事还
有很多。

比如，可以加强农村基层党建。助力
稳定脱贫奔小康过程中，“一懂两爱”科技
服务团大显身手，通过科普宣讲的方式，为
基层党建注入活力。

在东邵一村，科技服务团结合村里“固
定党日”活动，开展“科普进万家”“科普进
园区”等公益活动，村里党员干部学科学爱
科学，务实苦干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两年多过去了，“一懂两爱”科技服务
团用自己的方式，把科学带到了田间、带到
了百姓心头。

现在，陈国平每周 3次至 4次，带着技
术专家到农户地里，在土地整理、栽培技
术、打药防虫上给村民进行指导。

“瑞雪滋润着大地，就像我们的科技
服 务 滋 润 着 庄 稼 ，为 下 一 年 的 丰 收 护
航。”陈国平说，“这片土地正孕育着新的
希望！”③5

在兰考，科技服务团把科学带到田间地头、带进百姓心头

技术传农户 走稳致富路

走基层·脱贫攻坚一线见闻

□本报记者 孟向东

1 月 5 日下午，南阳市第六届委员
会第十次全会扩大会议在南阳宾馆举
行。

“进会场拿到座位表时我吓了一跳——
我们的座位排得这样靠前。”南阳南石医
院院长赵俊祥说。

确实，这次会议的座位安排与以往
不同。主席台下第一排是四大班子领
导，第二排、第三排就是企业家代表。
和企业家代表并列的是市委委员们，在
他们身后是各县区、局委、省直驻宛单位
的相关负责人。

该市主要负责人在会议上专门就座

位安排作出解释，“南阳要实现高质量发
展，企业家的作用无可替代。只有企业
发展好了，才能增加税收、扩大就业，让
老百姓更好地享受发展红利。在研究会
议议程时，大家一致同意把企业家们请
到前排就座，以感谢他们对南阳经济发
展作出的贡献”。

刚刚过去的 2019 年，南阳交出了
一份出色的答卷，生产总值增长 7.5%，
创近 3 年来最高水平。特别是在实施
减税降费政策的情况下，去年全市税收
增加 13.2 亿元，同比增长 10.9%；税收
占财政收入比例达 69.1%。民营企业
作出了很大贡献。在 2019 年全省民营
企业 100 强中，南阳占了 11 席，仅次于

郑州市。
为创造良好环境，让企业集中精力

搞发展，南阳市全方位做好“放管服”工
作。从“最多跑一趟”的手续办理，到定
期召开的市委市政府领导和企业家座谈
会，从土地、税收、融资等方面对企业的
贴身服务，到领导现场办公、解决问题，
南阳形成了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良
好氛围。去年，南阳市政府还专门拨出3
亿元贴息贷款，给急需用钱的企业救急
用。

镇平想念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君
庚说，座位的小小变化，让我们一下子感
觉到了党和政府的肯定和鼓励，谋发展
的劲头更足了。③5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窗外雨雪霏霏，室内暖意融融。
“要像敬重科学家那样敬重企业家，

要像对待亲人一样构建‘亲’‘清’政商关
系，要像优化生态环境那样优化营商环
境！”1月 6日上午，信阳市委负责人在该
市首个“书记市长企业家恳谈日”活动中
的热情讲话，引起与会企业家的强烈共
鸣。

为使党委、政府更好地与企业家打
交道、支持企业发展，不久前，信阳市
出 台 了“ 书 记 市 长 企 业 家 恳 谈 日 制
度”，1 月 6 日是第一次开展活动。当

天，来自该市多个行业的企业家与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围坐在一起，坦陈
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共议解决问题的办法，畅谈产业发展
的前景。

“建议成立工作专班，明确一位市领
导协调推进信钢承接安钢部分产能转
移，尽快解决产能升级后每日新增 1万
吨用水的难题。”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何殿洲说。

“建议市里牵头搭建新的金融平台，
引导向优质企业注资，化解民营企业普
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广东绿
源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喻恒说。

北京信阳企业商会会长胡贤斌则建

议建立激励机制，让更多的信阳籍企业
家回乡兴业。

信阳市政府负责人当即表态：“明天
我们就召开专题会议，逐一研究你们提
出的问题和建议，保证事事有回音，件件
有落实。”

该市主要负责人表示，要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的一系列重
要论述，敬重企业家，当好服务员。每次
恳谈结束后，对议定的事项要建立台账，
明确责任、措施和时限，并由市纪委监
委、“两办”督查室会同相关部门组成专
班进行跟踪督查，确保每一个问题都能
够得到解决，将恳谈成果充分转化为惠
企利企助企的新成效。③8

“像敬重科学家那样敬重企业家”

“企业家的作用无可替代”

本报讯（记者 石可欣）1月 7日，记者从
河南省军区获悉，我省2020年兵役登记工作
已经全面展开，登记时间为1月1日至6月 30
日。需要注意的是，适龄男青年不管未来是
否参军，都要进行兵役登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十三条规
定，“国家实行兵役登记制度。每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以前年满十八周岁的男性公民，都应当在
当年六月三十日以前，按照县、自治县、市、市辖
区的兵役机关的安排，进行兵役登记”。

此次登记对象为常住户口在河南省范围
内，2020年 12月 31日以前年满 18周岁的男
性公民。2020年 12月 31日以前年满 17周
岁未满18周岁男性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
毕业生，本人自愿的也可进行登记。初中毕
业年龄在 20周岁(含)以内、高中毕业在 22周
岁(含)以内、大学毕业在24周岁(含)以内的男
性公民，未经过兵役登记的进行补登，已登记
的进行核对，女青年和退伍军人不登记。入
学前常住户口为外省的普通高等学校男性在
校生、应届毕业生，也应当登记。

适龄男青年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登记，
关注并进入微信公众号“河南征兵”点击下方

“我要报名”进入“兵役登记”，或登录“全国征
兵网”(http：//www.gfbzb.gov.cn)点击右侧

“兵役登记(男兵)”，按要求真实、完整填写基
本信息。③3

1.不想参军是否要进行兵役登记?
兵役登记是一项兵役工作制度，是国家依

法对适龄公民进行登记注册管理的工作，掌握

兵员潜力、应对可能的紧急情况，是一种情况的

调查。因此，无论参不参军，适龄男性公民都应

按时进行登记或核验，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如

果今年不想参军，可只进行兵役登记。

2.兵役登记和应征报名有何区别?
兵役登记是一项强制性制度，是法律赋予

每个适龄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应征报名则是

应服兵役青年正式报名去当兵，带有一定的自愿

性。经过体检检查、政治考核、定兵公示等一系

列程序环节后，才能进入部队正式当上兵。③3

我省今年兵役登记工作启动

本报讯（记者 屈晓妍）“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
代，新时代的大中原真的很帅！”2020年省两会大幕将启，1月
7日，河南日报客户端省两会报道组策划制作MV《中原Dis-
co》，跳出新年“中原范儿”。

在这里，有记忆中的老家风景，也有熟悉的河南故事；有似
曾相识的“网红”面孔，还能找到自己的影子。2020河南省两
会将至，“河南好声音”即将响起，“春天的故事”也要开讲。在
那之前，先跟我们一起“燃”起来，给好日子画个“中”！③9

河南日报省两会报道组策划MV
《中原Disco》带你画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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