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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扎实做好“六稳”“六保”

□本报记者 赵振杰

8 月 3 日，郑州国际会
展中心，一场食品业的“大
集”开幕。内蒙古的羊肉、宁
夏的枸杞、吉林的山货……
琳琅满目的各色食品，令人目
不暇接。不过，现场最抓人眼
球的，则是双汇、白象、胖哥、恒
邦等河南知名食品企业的集体

“盛装”亮相，会展中心一楼变成
了河南各色食品的“大秀场”。

逼真的麦田、高大的背景墙、
带着吆喝声的扯面表演，白象食品
为了这一次的“大秀”做足了功
课。白象食品展区内，面粉、挂面、
方便面、自热食品、饮料、零食等，
各条生产线上的产品尽数展示给
了观众。“疫情发生后，白象食品线
上销售增长了一倍还多，多种产品
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成为‘爆
品’。”白象食品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才开展一个多小时，前来咨询
洽谈的客商有十来拨了。”

同样是本土名企，双汇食品的
展台也吸睛无数。史密斯菲尔德、
万洲国际的LOGO十分醒目，各式
火腿肠和肉制品堆满了展示架。
当然，最让人欲罢不能的肯定是展
台前的现场加工，有市民直言，“吃
了四五片不同口味的肉，还想吃。”

得益于冷链配送系统的逐步
完备，河南冷冻食品业近几年取得
了爆发式增长。这次展会上，就有
多家冷冻食品企业“秀肌肉”。

“我们公司的速冻食品基本遍
布郑州市的大小饭店。”郑州胖哥
食品相关负责人自豪地说。主营
汤圆、水饺、南瓜饼以及各色面点
的胖哥食品，今年线上销售同样增
幅喜人。

速冻食品展区，除了胖哥食
品，郑州香客轩商行也吸引了众多
围观者。精致的花包、黑米包、锅
贴，以及葱花饼、杠子馍、杂粮包，

让 人 食 欲 大
开 。 记 者 了 解
到，香客轩目前已
为大约 30 家餐饮连
锁企业提供面点等速食
产品，此次来食博会，就是要
展示公司实力，让更多客户了解
自己，以寻求更多合作。

有公司秀“肌肉”，也有公司秀
“妩媚”。在食博会展区逛一圈下
来，一个感受特别明显——河南食
品不仅在追求味觉享受，同时食品
外观也在更新迭代。

在河南原产地展览中心，一款
洛宁生产的功能饮用水特别“吸
睛”。别致的瓶身上，各色淡雅的
包装纸非常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诉
求。“好多人以为是进口产品。”该
种饮用水的生产商说。

“食品产业是河南第一大产业
集群，目前升级换代趋势明显，我
们也希望这次食博会能让更多消
费者了解到真实全面的河南食品
业。”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说。③6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实习
生 孙婷婷）8 月 3 日，为期 3 天的
首届郑州食品博览会在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开幕，双汇、中粮、恒邦、
统一等 600 多家省内外食品企业
携主力产品亮相展会。

副省长何金平出席开幕式。
本届郑州食博会由河南省商

务厅、商务部外贸发展局、郑州市
人民政府主办，展览面积 2.6 万平
方米，设置了综合食品、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特色食品、餐饮食材、
河南特色食品、食品加工包装机
械、乡村农副特产与电商扶贫六大

展区。
省商务厅厅长马健在致辞中

说，举办此次郑州食博会的目的是
助推全国食品工业加快恢复和发
展，同时传递我们坚持不懈推动高
质量发展，参与构建完整内需体
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的决心和信心。

当天，豫桂东盟西部陆海新通
道多式联运国际冷链储运基地海
产品进口项目暨豫沪冷链物流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也在郑
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③8

设六大展区邀企业“赶大集”

今年我省将建
50个绿色食品原料基地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7月 28
日至 29 日，全省绿色食品原料标
准化生产基地创建现场培训会在
舞钢市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今
年我省将完成创建 50个绿色食品
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绿色食品原
料基地创建要实现“加速度”。

近年来，我省着力推动农业由
数量优势向品牌优势转变，加快推
进绿色食品等农业品牌发展。截
至去年年底，全省有效期内绿色食
品已突破1000个。“我省有效期内
绿色食品总数还不够多，养殖产品
和深加工产品在绿色食品中占比
较低，原料基地建设滞后是主要制
约因素。”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主
任余新华认为。

余新华介绍，原料基地创建与
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创建申
请、省级初审、国家中心核准创建，

到创建期管理、自查自验、省级初
验、国家中心复验批准，再到建成
后管理、年检、到期续展，以及全链
条绿色食品开发与产销对接等，都
有具体而严格的标准。

根据省委一号文件要求，今
年我省将力争新增 1000 个绿色
食品和申报创建 50 个原料基地。

“各地要按照相关规定和时间节
点要求，抓紧完成 2020 创建申请
工作，抓紧落实在创原料基地验
收，持续抓好已建成原料基地管
理。”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赵耕表
示，下一步，我省创建绿色食品原
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将着眼布局区
域化、生产标准化、经营规模化、
发展产业化、方式绿色化、产品品
牌化“六化”发展方向，统筹推进
绿色食品发展，助推农业高质量
发展。③4

新闻1+1 本报讯（记者 孙静）8 月 3 日，
“扶贫有我 抗疫同行”医疗急救车捐
赠仪式在郑州举行。

副省长戴柏华出席捐赠仪式。
据了解，该活动由中国人寿慈善

基金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
南省红十字会主办，中国人寿河南省
分公司承办。捐赠仪式上，中国人寿

共向我省桐柏县、社旗县、南召县、淅
川县、台前县、兰考县等 18个县捐赠
18 辆医疗急救车，总价值约 600 万
元。该批急救车的投入使用，将进一
步提升这些地区开展院前急救的能
力，以及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紧急医
疗救援能力，为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保驾护航。③6

“扶贫有我 抗疫同行”
医疗急救车捐赠仪式在郑举行

记者手记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关系

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举办食品博览会，是扎

实有力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的重要举措。搭建

平台拓展国内外市场，把我国特色优势食品农产

品推介到国际市场，有助于稳住外贸基本盘。

同时，在当前外需低迷的形势下，畅通内销渠

道，出口转内销，是食品农产品贸易企业

向全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的重要

途径。③6

洛
阳

□本报记者 徐建勋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冯刘克

“不仅为我们解决了用电问
题，而且落实了电费优惠政策，每
个月减免电费近 2 万元。”8 月 2
日，郑州煤机格林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说，几个月前，公司复工
复产后，遇到用电紧张，影响正常
生产，上街区科工信局立即与供电
部门沟通，迅速解决了难题。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
实“六保”任务，郑州上街区持续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服务精准
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据介绍，上街区已先后出台非
国有房产房租减免建议办法、夜间
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等，为企业减
负。积极推进“一网通办”，实现
1147 项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

“网上办”事项比例达 98.9%；梳理
“就近办”事项118项，37项社保综
合业务可就近选择银行网点办理。

位于上街区工业路街道的郑
州华祥耐材有限公司复工复产后，

订单量骤增，资金周转出现了困
难。该区金融服务中心了解这一
情况后，立即组织企业、银行洽谈，
很快促成中国银行上街支行为该
企业发放了2000万元贷款。

政策落实，服务暖心。今年上
半年，该区已兑现企业发展奖补资
金 9060 万 元 ，为 企 业 减 免 税 收
1655万元，减免社保费9461万元，
拨 付 稳 岗 补 贴 769.85 万 元 ；为
3500 家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减
免房租 2700余万元。搭建校企合
作平台，发布招工岗位 5700余个，
达成就业意向 2300 余人，保障企
业用工需求。③5

98.9% 上街区积
极推进“一
网通办”,实

现 1147 项服务
事项“最多跑一次”,“网上
办”事项比例达98.9%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郭歌）7
月 30 日，丝路朗宸洛德蒙特 S60
首批房车在洛阳下线交车。这批
由洛阳市与德国合作制造、同步在
中国和欧洲上市销售的高端房车，
为洛阳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
再添新动力。

下线交车仪式现场，
洛阳埃文海姆朗宸
旅 居 车 有 限 公 司
（以下简称“洛阳
朗宸”）总经理
王文力表示，丝
路朗宸洛德蒙
特 S60 房车在
洛阳下线，将为
全 球 消 费 者 提
供独特的娱乐出
行新体验。未来，将
充分发挥中德合作优
势，建立资源共享、互利共
赢的中外合作产业新格局。

据悉，丝路朗宸洛德蒙特 S60
房车是由德国顶级设计集团埃文
海姆团队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研发
的高端C型房车。

2018 年，洛阳国宏投资集团

与德国埃文海姆集团签订合资协
议并成立洛阳朗宸，合作开展年产
1万台旅居车项目。该公司去年获
工信部审批，列入民用改装车生产
企业名单目录，成为洛阳市第四家
拥有汽车生产资质的企业。目前
该公司已引进 7款自行式房车产

品并投入生产，推出了 3
大类、13款具体型号
产品，为下一步自
主研发国产房车
品 牌 奠 定 了 坚
实基础。

洛阳高新
区有关负责人
表示，将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服务市场主

体 ，稳 定 产 业 链 供 应
链，充分保障企业在中外合

作领域智能化改造的探索实践，为
洛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副中心
城市建设增添动力。③6

（上图 7月 30日，丝路朗宸洛
德蒙特 S60 房车在洛阳下线交
车。⑨3 本报记者 郭歌 摄）

积极推进“一网通办”

政策到位 服务更暖
郑
州

中德合作再结硕果

“洛阳造”房车下线交车

①①

②②

采访手记

乡村名片

大官庄村位于中和镇东部，
全村共 793 户 2915 人。建档立
卡贫困户 104 户 403 人，未脱贫
户 2 户 3 人。全村耕地总面积
2820亩，人均不到一亩。

小官庄村位于中和镇镇区，交
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全村共777
户3011人，建档立卡贫困户41户
152人。全村耕地1776亩，粮食种
植主要以小麦、玉米为主。③3

(上接第一版）
眼瞅着大官庄村没落了，小官庄

村也没了斗志，而且它同样面临着人
心散、班子弱、村民穷的难题。

这正应了那句老话：集体有，跟
你走；集体空，没人吭。

就这样，曾经叱咤一方的“中和
双雄”，逐渐沦落成一对“难兄难弟”，
双双戴上了“贫困村”的帽子。

转机出现在 2016 年，脱贫攻坚
战打响后。

这一年，64岁的王加升和 54岁
的吴清宝分别当选大官庄村和小官
庄村党支部书记。别看两个人年龄
不小，姜老辣味大，人老经验多。这
对“年轻”的老书记，一上任就都把重
心放在了壮大村集体经济上。

小官庄村率先发力。乘着中和
镇打造豫北“香菇小镇”的东风，依托
润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吴清宝带领
村“两委”成员流转土地 40余亩，建
设恒温菌棚44个、冷库60平方米，并
成立了启程香菇种植合作社。香菇
基地的建立，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
时，带动不少贫困户就近就业。

大官庄村也不甘示弱。王加升
从建立田园果蔬种植合作社抓起，村
里的水蜜桃、草莓，通过线上线下卖
到了全国各地。在中和镇党委政府
的支持下，村里引进了六和丰润包装
有限公司，建立了扶贫就业点，有效
解决了当地年龄结构偏大、文化层次
偏低、家庭负担偏重、劳动能力偏弱
等“四偏”人员的就业问题。

随着村集体经济的壮大，两个
村的村容村貌大大提升，并于 2016
年、2017年先后脱贫。但接下来，如
何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
衔接，又成了两位村党支部书记思考
的问题。

“要我说，下一步应强化‘双业融
合’的理念。就拿大小官庄来说，每
个村都有自己的独特产业，相互‘较
劲’没有错，但更重要的是一块‘使
劲’。大官庄村落魄了，小官庄村不
一样跟着受穷？”中和镇党委书记李
孟州说，以香菇产业和包装产业为
例，看着关联不大，实际互为补充，由
于淡旺季不一样，可以错峰用工，从
而保证两个村的村民常年有活干、有
钱赚。这一番话，让吴清宝和王加升

打开了思路。
“以后两个村还会继续比下去

吗？”记者好奇地问。
“当然！不过听了李书记的话，

俺又有了新想法，今后两个村不光要
比着干，还得互帮互学，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大官庄小官庄才能携手
变康庄。”吴清宝率先表态，王加升也
点头赞同。

“这就对了，两个村联手做同一
件事情，没有做不好的道理。”李孟州
为双方能达成共识，感到高兴。

说话间，锣鼓阵阵、礼炮响起。
原来，这天还是个喜日子，小官庄村
的姑娘要嫁到大官庄村去。你看，这
不就是两个村携手奔向美好未来的
生动例证吗？③3

两个村 一条心

采访小官庄村时，偶然得知，隔

壁还有一个大官庄村。两个村地缘

相近、民俗相同，但在脱贫致富的路

径选择上却各有特色。这让我们多

了些思考，能不能将两个村放在一起

比较？纵比看变化，横比找差距。这

样，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立体地

解码脱贫攻坚、理解乡村振兴。

从相互“较劲”到一起“使劲”，大

官庄小官庄携手奔康庄的故事，给我

们带来三点启示：一是壮大村集体经

济，整合资源，集中用力、精准发力，

努力实现规模效益；二是因地制宜，

打造特色产业，保持发展定力，不求

相同，但求有效；三是比学赶超、协同

发展，激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汇

聚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③3

8 月 3 日，首届
郑州食品博览会在
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举办。⑨3

图① 观众选购特色食品。图② 现场加工美食。图③ 观众现场品
尝优质食品。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首届郑州食品博览会开幕，600多家企业来参展

吃货，快到“展”里来
本报讯（记者 刘勰）为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把红色资源利用
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
传承好”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广大
党员干部深植理想信念之根、铸牢爱
国奋斗之魂，省委办公厅、省档案馆
联合开展了“红色档案故事”宣讲活
动。8月 3日晚，该活动在省委办公
厅机关举行。

活动现场，来自省委办公厅、省
档案馆、省委机要局、省国家保密局
和省专用通信局的 7名宣讲员声情
并茂地讲述了方志敏、张静泉、吴焕
先、杨靖宇、吉鸿昌、赵一曼、焦裕禄

等英模的感人事迹。现场聆听的党
员干部表示，要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担
当作为的不竭动力，为谱写新时代中
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作出新贡献。

据了解，“红色档案故事”宣讲活
动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档案实
物、手稿、影像资料等为素材，深度挖
掘优秀共产党员和中华儿女的感人
事迹，通过宣讲活动进机关、进农村
（社区）、进企业、进校园，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高举红色旗帜、传承红色
基因。自6月以来，该活动已开展10
场，受众近 2000人，下一步还将继续
深入我省各领域广泛开展。③5

省委办公厅省档案馆联合开展
“红色档案故事”宣讲活动

③③

本报讯 8月 3日，由省委宣传部
组织的“出彩河南人”楷模发布厅特别
节目“人民至上”在河南卫视和大象新
闻客户端等网络平台首播。这是新冠
肺炎疫情以来，“出彩河南人”楷模发
布厅的第四期特别节目，也是首次与
观众走进演播厅进行现场录制。

节目紧紧围绕“人民至上”这一主
题，以生命重于泰山、共同的名字、英
雄来自人民、制胜的法宝四个章节，采
用“发布厅”+“思政课”的模式，以一
位河南大学生第一人称视角为轴，讲
述投身抗疫一线医务工作者、冲锋在
前基层党员干部、不畏艰险挺身而出
普通群众、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感人故事。

这期特别节目最大亮点在于在讲
故事中融入“思政课”的功能。一方

面，把当事人请到演播厅，用浸入式场
景现场讲述刘光耀和乔冰《因为爱》、
刘海燕与女儿程诗雯《拥抱》、赵童《国
家的儿子》、圆方集团《牢记嘱托》、王
国辉《回家》、中建七局《青年突击队》
等抗疫一线的感人故事；另一方面，在
催人泪下、震撼内心的同时，用接地气
的思政课方式，深入浅出阐释抗“疫”
背后的《初心》《本色》《底气》《伟力》，
以勿容辩驳的事实回答了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激发同心共
筑中国梦，争先进位谋出彩的强大信
心力量。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成员单位负
责同志和省会学生、医生、公安、干部
职工代表参加了节目录制。②6

（本报记者）

“发布厅”+“思政课”创新典型宣传模式

“出彩河南人”楷模发布厅
特别节目“人民至上”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