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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映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马鹏宇

6月12日，在位于濮阳县庆祖镇西辛
庄村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西辛庄村党
支部书记、全国人大代表李连成一走进大
厅就被几名学员拉住，问他参加全国两会
的情形和感受。这样的场景，在李连成从
北京回到濮阳后时常会出现，他总是兴致
勃勃地把全国两会精神分享给学员们。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编
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
纲要，就如何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李连
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的理解就是吃
亏和实干，带领群众脱贫过上小康生活。”

黄河岸边生活的人，和黄河有割舍
不断的感情。李连成说，西辛庄村干部
靠吃亏，西辛庄村群众靠实干，把“夏秋
水汪汪、地上白茫茫、只听蛤蟆叫、就是
不打粮”的一个盐碱村，变成了“农民住
楼房、上班在工厂、不用出村里、群众能
看病、孩子上学堂、村里像花园、旅游来

观光”的全国文明村，“这不就是保护传
承弘扬黄河文化最好的体现吗？”

站在西辛庄村新建的中学操场上，
眼前两栋红色的教学楼已经封顶。这所
学校总投资近 8000 万元，能容纳 2000
多名学生，计划今年 9月开始招生。“办
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这就是实干。”
李连成说。

“不让群众看病远、看病难、看病贵，
西辛庄民生医院责无旁贷。”村里建的民
生医院同样是李连成紧盯的大事，在他的
努力下，医院招到了曾在三甲医院工作的
专家当院长，并可以开展心脏搭桥、股骨
头更换等多项有“技术含量”的手术。

“如何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面
对学员们提出的问题，李连成表示，“作
为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要经常想一想，
当干部为了谁，怎么干？”

作为一名来自农村的全国人大代
表，李连成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传承弘
扬黄河文化，继续发扬吃亏精神，领着全
村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

“我们要把西辛庄村建成黄河岸边
环境优美、生态文明的小康村，让老百姓
过上更幸福更美好的生活。”李连成乐呵
呵地说。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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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吃亏实干”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采访手记

安徽小岗村村民为了吃饱饭，摁下

手印搞家庭联产承包。杞县小岗村村民

为了脱贫致富，流转土地搞大蒜特色种

植。乘着惠民政策的东风，小岗村不仅

修好了道路，让大蒜能卖得出去，脱贫户

卖大蒜，还有了商业保险兜底。如今，村

民更是搭上农村电商的“快车”，把大蒜卖

到全国各地，卖上喜人价格。脱贫致富

快，全靠产业带，只有不断开拓新路子，让

产业更加兴旺，乡村才会更有活力，村民

才能过上幸福生活。③3

乡村名片

小岗村位于杞县阳堌镇东南4
公 里 处 ，全 村 有 375 户 1276 人 。
2014年被定为深度贫困村，全村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 117 户 436 人。
2015年以来，在包村干部、驻村第
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的精准帮扶
下，小岗村通过发展大蒜和花生种
植、林下养殖、果蔬分拣保鲜仓库、
温室蔬菜大棚、服装加工车间等，
带领贫困群众甩掉“穷帽子”，2018
年 11 月 ，小 岗 村 退 出 贫 困 村 序
列。③3

彩彩出出 河南圆梦 康康小小
两会代表讲两会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本报讯（记者 石可欣）为广泛延揽
社会优秀人才为军队建设服务，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近日部署展开 2020年全
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工作。6
月 17日，记者从河南省军区获悉，此次
省军区计划招考文职人员 147人。

此次军队文职人员的招考对象为
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或社会人才。留
学回国人员也可报考，参加面试时需
提供教育部有关机构出具的学历认证
书和我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留学回
国人员证明或者驻香港、澳门特别行
政区联络办公室出具的港澳地区学习
证明。

此外，对军烈属和长期服务军队人
员，特别是军队派遣执行一线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救治任务人员，给予考试加分
等政策倾斜。

此次省军区招考的文职人员单位包
含省军区机关、干休所和县（市、区）人武
部等，专业含管理学、会计学、护理学、临
床医学等，工作地点包括郑州、开封、洛
阳、安阳、新乡等，共计划招考147人。

根据计划安排，博士招考岗位和其
他招考岗位报考人员，分别于 6月 17日
8:00至 21日 18:00、7月 1日 8:00至 10
日 18:00 通过军队人才网报名，8月 23
日全军组织统一考试。考试内容包括公
共科目和专业科目，各科目考试的范围、
内容和具体要求已在军队人才网公布。
11月底前，完成面试政审、体格检查、公
示审批等工作。③6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杨凌）6月 17
日，记者从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
导小组办公室获悉，连日来，郑州市对
550家农贸市场及大型商超进行了全面
排查，并对千余份食品和万余名从业人
员进行了核酸抽检，结果均为阴性。该
部门同时发出通知，从国内中高风险地
区返郑入郑人员须集中隔离14天。

据悉，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发
现疫情后，郑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密
集调度，迅速进行了一系列安排部署。自
6月13日起，迅速组织对全市批发零售进
口海鲜等水产品和冷冻肉制品的农贸市
场、大型商超进行全面排查，并对从业人
员和食品进行核酸抽检。截至6月 16日
16时，已累计抽检农贸市场236家、大型
商超 314 家；累计抽检从业人员 11842
人、采集食品及外环境样本1160份，其核
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与此同时，郑州市疫情防控工作机构

还充分利用大数据手段，对近期由中高风
险地区入郑返郑人员开展全面排查，并按
照相关政策落实检测和隔离措施。

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办公室向广大市民发出提醒：一是从国
内中高风险地区入郑返郑人员须集中隔
离 14天，其间进行 2次核酸检测、1次血
清检测。二是市民如非必要，近期不要
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因特殊原因确需前
往的，请全程做好个人防护，返郑后须在
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单位)报
到，并按规定接受相关防控措施。三是
近期到过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和
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以及与确诊病例
行程轨迹有交集者，应立即向所在社区
（村、单位）如实报告情况，并按规定接受
相关防控措施。四是注意饮食卫生，从
正规渠道采购安全的食品原料，生熟食
材分开存放，食物烧熟煮透，尽量避免生
食。③8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沈会阳

一笔笔数据通过标注，成为无
人驾驶智能装备的学习“教材”；一
张张票据通过图像扫描，实现精准
线上处理……6 月 12 日，在近日获
评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的
洛阳大数据产业园，洛阳工业大数
据中心建设如火如荼，处处呈现数
字经济火热场面。

“洛阳综合工业互联网平台是
洛阳市贯彻落实国家工业互联网创
新发展战略的具体实践。”洛阳市工
信局负责同志介绍，基于雄厚的工

业基础，由政府投资建设的政企综
合服务平台，主要包括智能物联、供
需对接、国家工业标识解析节点、政
企服务等8大模块，构建覆盖工业数
据采集、监控、设计、生产、营销、管
理等企业生产全流程服务体系。

洛阳移动技术负责人介绍，洛阳
工业大数据中心已形成计算能力
2.68 万核 VCPU、内存 1900T，存储
11P，安全级别按照国际最高标准T4
等级设计，综合工业互联网平台已集
聚一大批相关企业，项目实现常态化
运转。

融合互联网技术的智能制造，
使得昔日人们印象里“傻大笨粗”的
传统产业变得“聪明灵动”，也为数
字经济的精准落地提供重要支撑。

洛阳移动结合一拖集团能耗管

理需求，打造一拖集团“5G+智能工
厂”，通过 5G网络结合工业网关，在
一拖三装车间试点进行 5G 车床改
造联网，在保护用户数据私密性前
提下对传动箱壳体生产线轴温度、
轴电流、随动误差等运行数据进行
实时监测。

联合中信重工打造“5G+智能安
防机器人”，洛阳移动为企业生产的
安防、消防等特种机器人提供 5G应
用功能，实现安防机器人的高清视频
回传和定位功能，为园区内安防机器
人自动巡防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据悉，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
全省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
节点，智能化耐火材料能源管理行
业平台入选国家制造业与互联网融
合发展试点示范，全市上“云”企业

3300余家。
乘“网”而上，洛阳“5G+工业互

联网”深度融合再迎新机遇。6 月
10日，省工信厅印发《关于支持洛阳
市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若干
意见》，支持洛阳创建智能工厂（车
间）不少于12个，培育省级智能化数
字服务商不少于5家，并将选取省内
市外20家优质企业开展洛阳国家工
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应用。

下一步，洛阳市还将重点在装备
制造等优势领域培育一批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重点加快推进企业智能化改
造和“企业上云”工作，推进洛阳大数
据产业园中原云计算中心二期等项目
建设，加快建设国家大数据新型工业
化产业示范基地，以信息化赋能工业
互联网，助力副中心城市建设。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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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工业互联网”助力“洛阳智造”

省军区计划招考文职人员147人

郑州发布紧急通知

从中高风险地区入郑者须集中隔离14天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卢松

6月的中原，一派丰收景象。杞
县阳堌镇小岗村几乎家家院内都码
放着晾晒的蒜头，阵阵夏风吹起，浓
郁的蒜香扑面而来。

6月 14日晚 9点多，小岗村横平
竖直的村道上，一盏盏太阳能路灯如
点点繁星。借着路灯的亮光，脱贫户
李青俊和媳妇正在院外空地上给大
蒜剪蒜胡。

“现在村里路修得好，地里的大
蒜用机器剜出来后，开着三轮车就拉
回来了。”李青俊告诉记者，以前村道
都是土路，坑洼不平，下雨路上存水，
啥车都走不成，大蒜收获不及时，经
常烂地里，蒜商的车进不了村，大蒜
价格也比周边村便宜。

“俺们啥都不想，能帮着村里把路
修好，大蒜能卖出去就中。”小岗村包
村干部李明 2015年刚驻村时村民恳
求的话语，多年来一直在他耳边回荡。

李明和驻村工作队东奔西走，争
取到交通运输部门村村通公路项目和
扶贫部门整村推进项目，把小岗村19
条道路全部进行了硬化和绿化，爱心
企业还给村里免费安装了 150 盏路
灯。“出门是水泥路，夜晚亮堂堂，房屋
建得整整齐齐，俺小岗村就像城市一
样。”李青俊高兴地说，“通了脚下路，
奔向‘致富路’。”

从种植、施肥，到浇地、覆膜和人
工费用，种一亩蒜的成本为 2000
元。李青俊去年种了 14亩大蒜，刨
去成本，赚了 3万多元。今年他多流
转 4亩蒜地，大蒜产量也比去年高，
但价格却让他心里凉了半截。“去年
每斤干蒜卖 3.9 元，现在每斤最高卖
到1.1元。”李青俊说。

小岗村的地是沙土地，适合种大
蒜，全村 1560 亩地中种蒜面积达
1200亩。刚收回来的大蒜价格低，李

青俊和村民都选择把蒜头装袋晾晒，
待机销售。

“现在价格还不稳定，等 7 月份
来村收蒜的人多了，价格会上升。再
说你家是脱贫户，有大蒜保险兜底，
不会让你们亏本。”李明宽慰说。

杞县出台扶持政策，不仅对建档
立卡贫困户种蒜每亩补助 100元，还
帮助购买了大蒜保险。如果大蒜市
场价格低，脱贫户卖蒜后每亩收入不
足3300元，差额由保险公司赔付。

与李青俊发愁大蒜价格低、惜售
不同，村里的电商平台售卖新收大蒜
则是供销两旺。

挑果、装箱、称重、贴签……在村
头的晟大新农人有限公司仓库内，00
后贾云飞和 4名村民各有分工，有序
忙碌。

“一天能卖多少件？”
“每天平均发 80件，最多一天发

100件。”2019年年底，村集体搭建电商
平台，建设300平方米仓库，线上销售
村里的大蒜和花生等农产品。曾在郑
州打工的贾云飞，回村负责电商平台。

“装完箱后，镇里物流公司会派
车拉货，足不出村就把钱赚了。”贾云
飞说，等平台做大了，要把村里的农
产品卖到全国，卖上好价钱。

临走时，贾云飞和小岗村党支部
书记李桃辉商量，计划再招四五个脱
贫户帮忙，在网上搞促销，扩大小岗
村大蒜的影响力。

“云飞脑子活，有想法，我们准备
把他培养成‘头雁’，带领村里更多年
轻人电商创业，带领更多脱贫户致富
奔小康。”李桃辉说。

小岗村脱贫户卖大蒜，线下能兜
底，线上卖高价，稳赚不赔！③3

小
岗
村
卖
蒜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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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7日，与会嘉宾参观、试驾新能源汽车。上汽荣威、北汽新能源、宇通等多个新能源汽车品牌在
2020河南新能源汽车推介会上亮相。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上图 剪蒜胡 ⑨6 右图 装袋 ⑨6
均为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卢松 摄

本报讯 6月17日，备受关注的2020河南
新能源汽车推介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本次推介会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为支持单
位，旨在搭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长效交流平台，
展示河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果，为
政府采购新能源汽车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2019 年，我省新能源汽车整车产量为
6.93万辆，比上年增长18.69%，占全国新能源
汽车生产总量的比重由3%提升至5.58%。目
前，我省正在形成以郑州、洛阳、新乡、许昌、三
门峡等省辖市为基地，涵盖电池、零部件制造
和整车生产，充电设施建设和维护，新能源汽
车推广的完整产业“矩阵”。

发展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是基础，推广
应用是关键。为此，2019年，省政府办公厅
专门印发通知指出：国家及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城市新增、更新公务车辆原则上全部为新
能源汽车，其他城市新增、更新公务车辆新能
源汽车占比不低于50%。

尽管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比较成熟，但用
户仍存在一定顾虑。因此，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特举办2020河南新能源汽车推介会，一方面
通过说明会、展示、试驾，让用车单位对新能源
汽车有更加全面专业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希望
企业能借助这次推介会，切实了解用车单位的
实际需求。③8 （朱庭延）

2020河南新能源汽车推介会举行

多样化选择带来用车“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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