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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聚焦出彩路上出彩路上再出发 两会聚焦·

□本报记者 王延辉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提出，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

综合带动作用，培育产业、增加

就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既要有深厚坚实的地基，也要

有顶天立地的栋梁。”与会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表示要

着力强化中心城市“龙头带

动”，夯实县域经济“基石支

撑”，打造“中心带动、多点联

动、县域支撑、全域开放”的区

域发展新格局，谱写新时代中

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超话两会

六稳六保我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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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红涛 宋敏

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是国家生命
线，在“六保”目标中处于基础性、前提
性地位。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把老
百姓的饭碗端稳端牢，把能源安全牢牢
抓在自己手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紧迫。5月26日，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
的人大代表对保粮食能源安全，守住
国家生命线，纷纷提出意见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省农业农村厅党
组书记宋虎振认为，稳住农业是实现

“六稳”的基础，保障粮食安全是“六
保”的重要内容也是前提，“河南作为
农业大省、粮食生产大省，在‘六稳’

‘六保’中应该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宋虎振表示，保粮食安全，河南将

严守1.22亿亩耕地红线。推动藏粮于
地，在去年建成6320万亩高标准农田
基础上，今年再建 660 万亩，力争到
2025年建成 8000万亩，同步建设 30
个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打造高标准农
田“升级版”。

为加快推进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
设，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宋虎振建
议，进一步加快农田建设立法，从国家
层面出台农田建设条例，落实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
地制度，提高农田建设立法对国家粮食
安全的保障作用。通过立法工作，建立
农田建设项目向粮食生产核心区倾斜
的机制，进一步凸显粮食生产核心区在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建
立健全粮食调出省份利益补偿机制，进
一步调动产粮大省的种粮积极性，从立
法层面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支撑。

能源被喻为工业的粮食、国民经
济的命脉。全国人大代表，国网河南
省电力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金行
介绍，“十三五”以来，河南通过推进
外电入豫第二通道建设、化解煤炭过
剩产能、淘汰落后煤电机组、深化开

展电能替代、大力发展新能源等措
施，持续优化能源结构，不断加快能
源转型步伐，有力保障了全省能源电
力供应。但是与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的现代能源体系建设要求相比，河南
能源保障能力偏弱、结构偏煤、环境
约束偏紧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改变。

王金行建议，将特高压入豫第三
直流工程纳入国家“十四五”电力规
划，尽快核准开工，力争“十四五”建成
投产。结合国内能源基地省份对接情
况和省内需求，建议特高压入豫第三
直流工程起点为内蒙古西部或陕西北
部，落点为豫中地区，输电容量800万
千瓦，电压等级±800千伏。③6

今年全国两会，各界期盼已久
的民法典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审议。

从 1979年开展第三次起草工
作至今，民法典的编纂并非一蹴而
就，而是一个渐次推进、臻于完善的
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生动实
践。从事法律工作近40年，我一直
关注着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确有“事
非经过不知难”的感受。

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
的法律，民法典是对建国以来特别
是改革开放 40年来民事立法实践
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探索
民事法治建设经验的总结，凝聚了
几代法律人的心血。

立法要有人民性，法律规定要
让老百姓看得懂，老百姓有问题可
以到法典里找答案。民法典通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保护人民群

众的民事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切实回应民事权利保护的方方面
面。草案中提及的多项条例，如隐
私、居住、离婚等权益都走出过去相
对笼统狭隘的权利界定，被越来越
多赋予了保障权，从某种意义上讲，
民法典就是公民民事权利的宣言书
和保障书，是一部人民的法典。

法律体系是不断完善的过程，
呼之欲出的民法典即将成为我国
立法工作的一个新起点。如何有
效协调民法典与司法解释的关系，
促进民法典的有效实施，这些都是
依法治国实践过程中值得研究的
问题。用好这部法，更重要的是发
挥其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中的保障作用，将社会主义法治精
神浸润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相信，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将
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幸福生
活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③4

（本报记者 李点 整理）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电商网购、
在线服务等新业态在抗疫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
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
优势。对此，我感受特别深刻。进
入新时代，老戏曲也应当与时俱
进，热烈拥抱互联网焕发新生。

3月 7日，我正式入驻快手。3
月29日，开启第一次直播。直播了
近两个月，粉丝增加到 65万多，发
出视频172条，总播放量 1.9亿+人
次，获赞232万+人次，评论8.3万+
人次。在我看来，进直播间就是观
众进剧场看戏，点击量就像观众进
剧场的人数，获赞就是掌声，评论
就是问卷调查，只不过戏迷从剧场
走向了网络。

我演了45年的戏，每年按100
多场计算，45年就是5000场左右，每
场按2000名观众算，45年就是1000
万人次的观看。可在互联网上，近两

个月的观众数比45年的还要多。
网络直播与传统戏曲结合，既

能拓宽传统戏曲传承传播的渠道，
又能丰富网络直播的内容、提升网
络直播的内涵。我们坚持“内容为
王”，对每一期直播内容都精心策划，
每周六晚上定期播出。为了守住老
观众、吸引新观众，我们把王善朴、杨
华瑞、贾廷聚等老艺术家都请到直播
间，同时吸引范军、贾文龙、李金枝、
申小梅等中青年艺术家积极参与，特
别是一些文化名人、青年网络大V
的加盟，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戏曲+互联网迎来了难得的发
展机遇。作为戏曲人，我希望能建
立推动戏曲行业数字化进程的长
效机制，加强传统戏曲在网络平台
的推广和传播，强化对网络戏曲传
播者的教育、培训和引导，让更多
戏曲名家能上直播“线上见”。③3

（本报记者 冯芸 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吴浩

民法典，人民的法典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

戏曲名家上直播“线上见”

中心城市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
增长极。“这几年，随着中原城市群发
展、郑州大都市区建设提速，郑汴一体
化深入推进，开封也驶入了发展的‘快
车道’。”5月 27日，全国政协委员、河
南大学校长宋纯鹏说，当今区域经济
发展的竞争本质上是城市的竞争，中
心城市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
梁柱”。

“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和洛阳
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建设，打造引
领河南发展的‘双引擎’，推动省际交
界地区形成区域中心城市，正是强化
中心城市龙头带动作用的具体体现。”
宋纯鹏说。

他认为，能够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的中心城市需要具备5个特质，即创新
型城市，区域交通枢纽，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基地，彰显文化内涵和幸
福宜居，能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协同、
交通连接、生态共建中形成有机协调

的都市城镇体系。
如果说中心城市是“柱石”，县域

发展就是“基石”。二者相互联系、互
促共进。“没有健康发展的县域经济，
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就失去了根
基；只有中心城市更好发挥龙头带动
作用，县域经济才能更健康发展。”宋
纯鹏表示，筑牢县域经济基础，需要权
力下放，提高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大力
发展民营经济，培育农村实用人才，完
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补齐县域发展
短板；将扶贫与产业发展结合，形成农
村脱贫致富长效机制；发展特色产业，
构建现代农村流通体系，形成“小产品
大产业”格局；建立多元金融体系，破
解县域经济融资难题。

统筹优化中心城市与县域发展

宋纯鹏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大
学校长

“国家战略相继落地河南，更需要
高昂‘郑龙头’、做强增长极，全面回答
好‘国家使命、郑州作为’这一命题。”5
月 27 日，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工商
联主席薛景霞告诉记者。

“目前郑州辖区面积只有 7446平
方公里，是全国面积较小的大城市之
一。根据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和辐射带
动中部地区发展的需要，要适时对郑
州行政区划进行调整，适当扩大郑州
管辖面积，进一步拓展郑州发展空
间。”薛景霞说，要加快推进郑州大都
市圈建设，着力构建独具特色的枢纽
体系、开放体系、制造业体系、商贸业
体系，加快形成更高水平的国家高质
量发展区域增长极。

“龙头”昂得越高，河南发展舞得
就越好。薛景霞建议国家支持在河南
设立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和郑州
申建国家期货金融改革试验区，构建
更加开放的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机制，

让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建设成色
更足。

文化优势是最深厚最持久的优
势。薛景霞建议国家支持河南在郑州
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推进双槐树
遗址等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着力
打造黄河文化遗产廊道，打造世界级
黄河文明寻根胜地和郑州黄河国际文
化旅游目的地。

县域强，河南强。作为郑州市工
商联主席和民营企业负责人，薛景霞
持续关注着县域经济和民营企业发
展。她建议出台具体政策，大力激活
县域经济的发展动能，聚焦金融扶持
政策的精准性、协同性，创新政府管理
和服务方式，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高昂“郑龙头”做强增长极

薛景霞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
工商联主席

从一颗红枣到一个品牌、一个产
业，这是好想你立足县域、深耕县域不
断发展的过程，也是推动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做强县域特色产业的过程。

“从县域特色农产品入手，是发展
县域经济的一个很好路径。”5月26日，
全国人大代表、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石聚彬在接受采访时说。

“地域特色农产品具有强烈的地
域属性，其知名度甚至会超过地名本
身，成为地域的名片与标识。”他说，
从目前情况来看，县域是基础的地域
单元，是最适合服务与支持地域
特色农产品发展的地理单元，地

域特色农产品也是县域乡村产业振
兴的重要抓手。

“特色农产品小切口完全可以做

出大文章。”石聚彬说，为破解县域农
产品企业“有特色、没产业、缺龙头”

“没市场、乏技术、缺管理”的发展困
境，好想你自去年就开始实施“星火计
划”，围绕县域特色农产品“一县一品”
策略，利用好想你的研发、资本、供应
链优势资源，与当地政府、行业龙头企
业资源整合，共融共赢；利用好想你的
渠道、品牌、营销等资源，助力当地龙
头企业开设“一县一店、一区一店”，实
现“一店千品、一品千店”，带动更多的
县域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③8

（图/本报记者 杜小伟 董亮 摄）

“小切口”做活“大文章”

石聚彬 全国人大代表、好想你
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5月25日，滑县万古镇杜庄村，
金灿灿的小麦进入成熟期。杜焕永
走进地里查看小麦长势。麦收在
即，不少外地农机手给他打电话。

“杜总，今年给留块地！过两天俺就
过去！”“中，只管来吧！”每年这个时
候，杜焕永都电话不断，不是农机手
来找活儿，就是老百姓预约收麦。

杜焕永，46岁，杜庄村村委会
主任、滑县焕永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大
县，滑县耕地面积常年保持在 195
万亩，注册家庭农场 1252家，合作
社总数达 3843 家，有不少和杜焕
永一样的新型职业农民活跃在田
间地头，替农民管地卖粮，当地人
称他们为“农民CEO”。

9年前，在外从事建筑业多年
的杜焕永回到村里，被选为村委会
主任。2012年 6月，杜焕永在乡镇
土地流转会议上受到启发，拿出多
年积蓄，从本村和邻村 150多户农
民手中流转土地 900多亩，同 5名
合伙人一起成立了合作社。

通过鼓励农民带农机具入社、
带土地入社、带资金入社、带技术入
社、带劳动力入社等方式，合作社得
到快速发展。目前，该合作社入社
农民有150余人，流转土地2000多
亩，托管土地 5000多亩，服务土地
总面积近4万亩。杜焕永从当初的
建筑工，变为一名职业农民经理人。

“让农民挑上‘金扁担’”，习近
平总书记在同参加全国政协十三
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共商国是
时，对乡亲们“干活挑着金扁担”的
愿望记忆犹新。在杜焕永看来，

“金扁担”就是农业现代化，就是探
索规模化经营道路，发展农业机械

化生产。“原来铁犁牛耕，一个人一
天收1亩小麦，现在机械化生产，一
个人一天能收 120 亩，这不叫‘金
扁担’叫啥！”他说。

“这是自走式喷雾机，那是海
轮王精量播种机，那 3 台是烘干
机……”杜焕永带记者来到仓库，
各种现代化的农业机械琳琅满
目，100 多台（套）造型各异的农
机具，可实现耕地、整地、种植、植
保、收获、烘干、秸秆处理等各个
环节的机械化。

近年来，该合作社为农民提供
统一机械化作业、统一生产资料供
应、统一配方施肥、统一灌溉、统一
病虫害防治和统一销售服务，让农
民每亩地增收200元以上。

23岁的陈国恒，大学毕业后回
到家乡，加入合作社成为一名农机
手，因肯钻研、脑子活受到“重用”，
很多技术创新的活儿，非他莫属。农
忙时，他的月收入超过5000元。

干活挑着“金扁担”，关键得有
人来“挑”。从2015年开始，杜焕永
与滑县种粮大户黄国兴合作，连续5
年举办了滑县新型职业农民技术交
流会，有近千名新型职业农民参加。

“现在，干农业就需要这样的年
轻人，有了这些后备力量，咱老百姓
的‘饭碗’才能端得更稳！”杜焕永
说。③8

“农民CEO”挑起“金扁担”

直击会场

保粮食能源安全 守住国家生命线

5月 27日，河南代表团举行小组会议，
继续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年度计划、年度预算的三个决议草案。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杜小伟 摄

郑州市郑东新区天蓝水清绿树成荫。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原来铁犁牛耕，一个人一天
收1亩小麦，现在机械化生
产，一个人一天能收 120
亩，这不叫‘金扁担’叫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