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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吕志雄

6 月 6 日，尉氏县水坡镇北玮坞村的 1100

万棵红薯苗，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坐”上飞

机，“飞”到新疆喀什。此前，上亿棵红薯苗搭

乘飞机到新疆、内蒙古和东北三省等地。（见6
月10日本报报道）

北玮坞村红薯苗描绘着河南农业产业链

发展的图景：在育苗、栽种、销售、运输、深加

工等农业发展全产业链上，显示着科技投入、

工业渗入、信息融入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趋势。

从北玮坞村放眼望去，河南农业正在“蝶

变”。农业与工业、信息新技术加速融合，商

水县种粮大户邱守先利用物联网管理旱情下

的农田，通过视频监控和控制中心传来的数

据，排查干旱地块，在手机上操作自动化灌溉

系统，没出家门一天就浇完了 2100 亩小麦。

“刷新全国冬小麦单产纪录”的延津县高标准

农田，不仅得益于良种良法配套，更离不开高

标准农田内的无人机植保、机械化耕种等现

代农业科技。

农业早已不是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生产方式，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链

正 深 刻 地 改 变 着 农 业 ，改 变 着 农 民 、农 村 。

我们也要看到，农业发展中还存在着深层次

矛盾和问题。传统的小农意识导致的发展

动 力 不 足 ，现 代 化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数 量 还 较

少，某些薄弱环节危及农业产业稳定与安全

等，都在阻碍着农业高质量发展。从农产品

结构、抗风险能力、农业现代化水平等方面

发力，维护新型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成

为迫切任务。

面向未来，从北玮坞村红薯苗说起，至少

要从以下方面着力。一是要加快发展现代化

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没有种植面积达 1400

多亩、育苗大棚 1600 多座的专业合作社，红薯

苗上不了飞机。没有敢于搏击市场的农业生

产主体，仅是依附于其他产业，农业产业链及

其现代化就难以实现。二是要围绕产业链部

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北玮坞

村红薯苗能“飞”起来，得益于创新，当地培育

出的 11 个品种的红薯苗，是紧盯市场需求，也

是科技创新。创新才能开拓市场，延伸产业

链 ，才 能 推 动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迈 出 更 大 步

伐。三是要在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发

展产业链。产业发展是脱贫的重要路径，而

脱贫之后再提升产业链，就是将脱贫与乡村

振兴结合在一起，进而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有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

科技进步，让农业发展瞬息千里，也督促

着我们，必须得赶上趟儿，既要有“跃上葱茏

四百旋”的眼光，又要有“弄潮儿向涛头立”的

气概，更要有“横空出世”“阅尽人间春色”的

能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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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军福

当不少 80 后、90 后还在自嘲“生不起”的

时 候 ，广 西 一 对 90 后 夫 妻 独 居 深 山 生 9 个

娃，刷新了人们的认知，在网上引起不小的

争议。

争议的声音主要围绕两个话题，一是为

什么要生这么多孩子？90 后，在一些人眼里

本身还是孩子，很多也还没结婚生子，而广西

的这对夫妻却早早生下 9个娃，而且目前还有

一个在腹中已满 7 个月。差不多一年一个的

生育频率，让人大跌眼镜，也让不少人心里存

疑，计划生育政策在当地是怎么落实的，更有

人直斥这位 90 后丈夫把妻子当成了“生育机

器”。

二是孩子的教育抚养如何保证？虽然这

位 90 后爸爸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会努力外出

打工，加上政府每个月给的 4000 元低保金，有

能力养活自己的孩子。但今时毕竟不同往

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即便身处

深山，要想把 9 个孩子培养成人，恐怕还是会

非常吃力。

一个深山里普通家庭的人员构成，何以

引来如此多的关注？除了离奇的情节外，还

在于它戳中了人们内心的痛处：明明现在养

娃成本这么大，为什么这对夫妻如此勇敢？

当地干部的一番话道出了缘由：“他们思想比

较传统，认为多子多福。”90 后丈夫的一段话

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当被问及为什么要生这

么多孩子时，他解释说，因为妻子生病不能结

扎。这样的回答令人匪夷所思，也足见其生

育观念相当落后愚昧。

最近，知名舞蹈家杨丽萍只因在抖音上

发布了一段吃火锅的视频，便遭来一群网友

谩骂，其中一个网友毫不客气地留言道：一个

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有儿女。这样一句“无

脑”的评论，点赞数竟然排在了第一位。

“没有儿女=人生失败”，现实中，抱有这

种陈旧观念的大有人在，特别是在农村贫困

地区。

与之相对，杨丽萍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说

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生育观，她说：

“有些人的生命是为了传宗接代，有些是享

受。我来世上，就是看一棵树怎么生长，河水

怎么流，白云怎么飘，甘露怎么凝结。”

生不生儿女，这是个人的自由；生几个儿

女，却不全是父母的选择。如果经济条件有

限，那么“生育”和“优育”之间就会存在难以

逾越的鸿沟。在去年上映的影片《何以为家》

中，年幼的赞恩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告上法庭，

原因是，他的父母在无力抚养和教育的状况

下依然不停生育，导致赞恩和他的兄弟姐妹

从小便在苦难中挣扎。

生娃是大事，养娃更费心。作为父母，

生而不养，养而不教，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失

败。9

理性看待公布
法官家属名单

疫苗供应须有保障

红薯苗描绘农业产业链前景

这对夫妇何以如此敢生？

据新华社报道，杭州一名经验丰富的司机，利用他人交通违法行为，不到三年的时间主
动制造交通事故51起，以此赚取修理费差，在交通大数据面前暴露无遗。9 图/朱慧卿

豫论场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生产企业产能影响，部分

省份人用狂犬病疫苗出现严重短缺情况。（据中新
网6月10日报道）

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人们迫切要求建立与

公众健康相适应的防疫物资储备系统，包括充足

的防疫物资、防疫队伍、防疫卫生保障力量等。

疫苗供应是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

引起卫生防疫部门的切实重视。疫苗生产早已

商业化，疫苗产量供应不足，需要通过政策引导，

支持社会资本加大狂犬疫苗的生产，完善防疫物

资的储存、运输和调配体系，实现疫苗需求的精

准预测，为市民接种疫苗提供最科学有效的服

务。

始终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既要充分保证群众

在日常医疗等方面的服务，也要促进防疫能力的

全面提升，以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快供应、无死

角的公共卫生体系。9

(张立)

近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刊发的一

则公告引发热议。公告将无锡多家法院的法官

配偶、子女名单予以公布，他们多数从事的是律

师职业。对于法院主动“曝光”法官家属在律师

界执业、接受民众监督的做法，外界普遍给予赞

许，但也有声音称，这会被人视为是法院在变相

为名单中的律师“打广告”。（据澎湃新闻 6月 10
日报道）

没有监督的权力容易滋生腐败，司法权的行

使亦然。法院对外公布法官从事法律服务的家属

名单，以此接受监督，可以倒逼法官和家属在监督

的聚光灯下，自觉遵守履职回避规定，主动在案件

审理中知敬畏、守底线。公众只要发现了相关线

索，即可向相关职能部门举报。一旦查证属实，根

据现有的法官办案责任追究办法，涉事法官除将

被勒令退出员额外，还有可能因涉及利益输送被

追究刑责。面对得不偿失的沉重代价，法官及家

属自然就会在履职中摒弃私心杂念而多些责任担

当。

司法实践中，确有极少数法官及从事法律服

务的家属，利用自身优势揽业务、甚至干预案件审

理，但据此以偏概全地认为公布法官从事法律服

务家属的名单只会产生“打广告”效果，而否定其

对法官及家属监督的重要作用，显然有失偏颇。

须知，目前全国各级法院已构建了“让审理者裁

判、由裁判者负责”的终身追责制，法官及其从事

法律服务的家属纵有私念，也不敢越雷池，我们对

此更应该理性看待。1

（张智全）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报送2019年度报告的公告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规定，凡

于 2019 年 12 月 31日之前在我省各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的企业、个体工商户

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于 2020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

送 2019年度报告。其中，个体工商户 2019年

度的年报截止时间延长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市场主体应当如实填报年度报告，并对其

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对于未按规定期限公示年度报告的市场主

体，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将其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或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并向社会公示。

年报登录网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河南）

http://ha.gsxt.gov.cn

2020年6月 12日

靳海涛，现任濮阳市公安局建
设分局刑事技术中队长，二级警务
技术主管，技术领域的一员战将。
他坚守岗位 20 年，勘查现场 6800
余起，检验尸体 513 次，战果累累。
被省厅授予“全省大练兵先进个人”

“全省入室盗窃大比武成绩突出刑
事技术员”，被濮阳市授予“濮阳市
劳动技术能手”“优秀技术民警”“人
民满意政法干警”等。在一起命案
侦办工作中，他带领技术人员积极
勘查，搜寻每处可疑场所，在勘查嫌
疑人住室时，细心搜寻到墙上一张
陈旧、不起眼的贴纸，通过鉴定很快
证实嫌疑人杀人的事实，案件胜利
告破。大家都惊叹他的“火眼金睛”

时，他却谦虚地说：“只是这个贴纸
提醒了我。”“火眼金睛”来源于长期
学习与积累，他多年苦练技能，凭借
娴熟的技术、细致勘查，激烈角逐，
在 2018 年、2019 年省厅、市局业务
大比武中，被评为全省成绩突出刑
事 技 术 员 、“ 濮 阳 市 劳 动 技 术 能
手”。他撰写论文 10余篇，其中 2篇
技战法被省厅、市局评为优秀技战
法，其带领的技术中队技术破案成
绩在濮阳市公安系统名列前茅。自
参加工作以来，没有力挽狂澜的意
气风发，没有殊死搏斗的轰轰烈烈，
靳海涛只是在刑事技术岗位二十年
磨一剑，用证据去破译了一个个犯
罪密码。 （宋铁军 张瑞士）

立足现场 二十载磨一剑的技术战将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核准，以下机构取得《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关于颁（换）发《保险许可证》的公告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
支公司上街营销服务部
机构住址：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东方明
珠新安东路14号楼M1-1
机构编码：000025410105001
成立日期：2003年 8月 30日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
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
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
保险收取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咨询和
投诉；经保险公司核保，营销服务部可
以打印保单；经保险公司授权，营销服
务部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负责人：王宁
联系电话:13703996950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
支公司南环营销服务部
机构住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
2号（河南梧桐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四层）603室
机构编码：000025410103008
成立日期：2008年 8月 22日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

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
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
险单、保险收取等相关单证；接受客
户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核保，营销
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经保险公司授
权，营销服务部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
查勘理赔。
负责人：崔锴
联系电话:0371-60116068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
街支公司
机构住址：郑州市上街区蓝天路与通航
六路交叉口北 200 米通航大厦五楼
501、502、503房间，
机构编码：000014410106
成立日期：2019年 7月 17日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财
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
保险、信用保险等保险业务；承保人民
币和外币的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和意外
伤害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财产保险
业务；与国内外保险公司及有关机构建
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来关系，代理外国

保险机构办理对损失的鉴定和理赔业
务及其委托的有关事宜；与太保寿险公
司分支机构建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来
关系；经批准参加国际保险活动；经中
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负责人：薛利
联系电话：13598869912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分公司
机构住址：河南省郑州市市辖区河南自
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金水路80号
（金水东路北、东风南路东）绿地新都会
大厦9号楼7层
机构编码：000085410000
成立日期：2007年 12月 21日
业务范围：与国家医疗保障政策配套、
受政府委托的健康保险业务；各种人
民币和外币的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
害保险业务；与健康保险有关的咨询
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总公司授权的
其他业务。
负责人：马琴
联系电话:0371-63329188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通许县咸平街道赵河社区突出党支部引
领作用，通过社区党支部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方式，促进社区党组织与群众在产业链上深
度联合，推动党建工作和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党支部领办了嘉皓、禾青、正刚三个种植合作
社，把群众组织起来，采取“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建立经济利益共同体，同时鼓励贫
困群众以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入股，打造“订
单种植+保底收购+协议销售”产业链，让赵河
社区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成为带动贫困群众增
收致富的新引擎。 （李瑞）

近日，郑州金水区丰产路街
道妇联联合德亿社区组织志愿者
来到郑州知了康复医院看望残障
儿童，为他们送上暖暖的祝福和
关爱。志愿者手拿着零食、玩具、
牛奶、水果等慰问品，走进医院康
复病区，住在这里的大部分是脑
瘫儿童，他们虽然在行动和语言
上有障碍，但看见远道而来的志
愿者，会露出开心的笑容，还会主
动挥手打招呼。志愿者们将玩具

和零食一一分给小朋友，和他们
做游戏、聊天、玩玩具，孩子们玩
的十分开心。脑瘫儿童是折翼的
天使，虽身有残疾，但依然渴望被
关心和爱护，渴望交流，渴望拥有
正常的生活。他们是社会的弱势
群体，需要我们大家用爱心和行动
来帮助和关怀，希望通过这次爱的
传递给这些孩子带去温暖，带去希
望，愿他们早日康复，早日回归正
常生活。 （张蕊）

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及实施细则精神,持续加强作风
建设，新乡红旗区渠东街道多措并
举进一步强化廉洁意识。注重节
点教育，传达党风廉政建设精神。
每逢节假日前通过集中廉洁教育,
明确纪律红线，教育引导党员干部
严守纪律规定,树立良好风气。注
重警示教育，典型案例敲警钟。该
街道纪工委收集中央、省、市、区纪

委近期公开曝光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的典型案例，组织机关
干部及社区（村）主要负责人对照案
例、认真剖析。注重监督检查，持续
加强作风建设。纪工委不定期地
对机关、社区（村）工作纪律及作风
建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同时，结
合党建“整乡推进、逐村观摩”工
作，定期对社区（村）“小微权力”规
范运行情况进行排名。 （刘谦）

为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日前，长垣市南蒲
街道纪工委采取突击检查的方式，对机关各科
室部门和社区的工作纪律、工作状态、工作作
风进行暗访督查，以严肃工作纪律。一是继续
不定期进行明察暗访，保持正风肃纪高压态
势，对违反作风纪律和工作纪律的情况，发现
一起通报一起，直至纪律处分。二是请各社
区、各科室部门负责人要高度重视全体工作人
员的纪律教育和作风建设，规范内部监督管
理，督促本部门人员严守纪律，严禁上班时间
上网玩游戏、擅自离岗、工作懈怠等，不断提升
作风效能执行力。三是继续保持“敞开式”办
公，工作期间开门办公，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切实将党风政风建设落到实处，深入推进街道
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路国榜）

深度联合 助力脱贫攻坚

加强作风建设 严肃工作纪律

“六一”过后 爱在延续

多措并举强化廉洁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