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亏了公安局的帮扶，现在
我和老伴住进了集中安置
房，又有医疗保险和养老
金，没啥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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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谈中医药强省建设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8月 6日，
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我省企业承担
的 50个项目近日获得科技部“科技
助力经济 2020”重点专项立项支持，
共获得支持资金3000万元。

“科技助力经济 2020”重点专项
是科技部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重点工作的决策部署，积极有序
推动企业复工复产而启动实施的一
项重要举措。该专项集中支持一批
覆盖国民经济主要行业的技术创新
项目，特别是短期内能见到实效、对

复工复产有直接带动作用的技术成
果转化落地项目，以帮助一批优秀科
技型企业克服疫情带来的短期困难。

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我省
重点面向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
了广泛发动，遴选推荐了“高性能镁
锂合金设计及关键制备技术”“医疗
废物应急处置设备研发”等 50项市
场应用前景好、可带动区域产业集群
发展的项目并成功获批。目前项目
经费已全部拨付到位，将对促进各地
企业复工复产、加快经济循环产生积
极的推动作用。③5

□本报记者 曹萍

中医药文化绵延千年、经久不
衰，离不开一代代中医名家的传承与
创新。国医大师唐祖宣已经年近八
十，如今仍然在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奔波。“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
造，是我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我们有
责任、有义务把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
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7月 30日，
唐祖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作为一名从医60载的老中医，唐
祖宣多年来致力于振兴中医药事业，
在担任第七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十
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提出关于中
医药发展的议案、建议500多件。

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
中，中医药作用显著。“河南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中，中医药参与比例达到
98.43%，走在全国前列，说明中医药
在防控公共卫生事件中能够发挥独

特作用。”唐祖宣说。
唐祖宣参加了河南中医药强省建

设促进联盟成立大会，看到全省各界
乃至全国各地的力量都汇聚起来，共
同推动河南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他深
有感触：“中医药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共
同参与和推动，强省联盟的成立建立
了一个有效机制，也是落实国家推动
中医药发展各项政策的务实之举。”

唐祖宣表示，他会把潜心研制的
治疗心脑血管病等方子推广使用，也
会把自己的 100 多本著作以及在此
次抗疫中所写的《全球新冠肺炎研究
与治疗》提供给联盟，供大家学习交
流，同时发动学生弟子，一起为河南
建设中医药强省贡献智慧和力量。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虽然已
经快八十了，但是我有责任、有使命
传道岐黄、育人授业，我会为河南中
医药事业发展、为中原百姓的健康奋
斗终生。”唐祖宣的话掷地有声。③9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因价格持续上涨，当
地小麦市场价格已经高于国家托市价格，8月 6
日，河南暂停新乡市、漯河市托市收购。这是记
者从中储粮河南分公司获得的消息。

河南省启动小麦托市收购政策以来，小麦
市场价格稳中有升，托市效果明显，保护了农民
利益。中储粮河南分公司副总经理诸葛宁军介
绍，省发改委市场监测数据表明，漯河、新乡等
地的三级小麦市场价格高于 1.12元/斤的国家
托市价格。根据国家小麦托市预案，若小麦收
购价格高于国家小麦托市价格，要及时停止托
市收购，给市场化收购让出空间，以稳定市场价
格。截至目前，我省平顶山、周口、商丘、开封、
鹤壁、信阳、焦作、许昌、驻马店等9市仍在开展
托市收购工作。据市场监测，接下来，许昌、驻
马店也有可能暂停托市收购。

2020年国家继续实施小麦托市收购政策，
收购价格为国标三等到厂价 1.12元/斤。从小
麦收购进度来看，虽然今年小麦上市日期提前，
但小麦多元市场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市场化收
购进度大大高于托市收购。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7月 31日，全省累计收
购小麦 72.81 亿公斤，其中，最低收购价收购
0.73亿公斤，按市场价收购72.08亿公斤。

诸葛宁军说：“今年托市小麦难收，收购量
少于往年同期的不仅仅是河南，安徽、江苏等
地托市收购量也低于往年。惜售、玉米价格上
涨带动、面粉企业提价等因素是诱因。”同时，
受价格上涨影响，托市收购启动后，河南局部
地区暂停托市收购工作，并非第一次，2012
年、2013 年、2019 年均有发生。从收购数据
来看，由于当前价格已经上涨，使得小麦托市
收购数量并不大，这也表明，市场化收购逐渐
成为价格走势的主导力量。③5

“我要请咱公安局同志吃喜糖！”

科技部“科技助力经济2020”重点专项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我省50个入选项目获3000万元支持

振兴中医药需要全社会参与
——访国医大师唐祖宣

小麦价格上涨

我省局部地区暂停托市收购
是什么影响了
今年我省托市收购走势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与往年相比，今年我省小麦托市收购启动
时间较晚，于7月 17日启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4地后，又增加
新乡、商丘、驻马店、鹤壁、开封、信阳、焦作等地。随着小麦价格持续
走高，今年我省局部地区托市收购暂停，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8
月6日，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员。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和我国南方洪涝
灾害影响，今年种粮农户惜售心态与自存
自用思想并存。新粮上市初期，各类粮食
收购市场主体入市收购积极性较高，各级
储备粮轮换收购企业受轮空期约束集中
入市收购，面粉加工企业前期仓容充足入
市补库，河北、山东、四川、陕西等省粮食
企业储备轮换到我省采购，这拨集中采购
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小麦价格，导致收购
前期小麦价格持续高于最低收购价，未达
到启动预案的条件。进入7月后，随着大
多数储备粮承储企业完成轮换任务基本
退出收购，加工企业补库高峰过去，市场
对小麦需求有一定下降，小麦价格呈现出
小幅回落趋势，部分省辖市小麦价格降到
最低收购价以下，自 7月 17日起，我省陆
续有 11 个省辖市启动了最低收购价预
案。这就是启动较晚的原因。

□本报记者 尹红杰 李晓舒 杨晓东

“先看红色文化，再看小提琴。”
8月 4日，刚一见面，制琴人王金堂就谈了

他的待客之道。
每当有客户来访，王金堂总要先带他们到

“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看看，当客人在青砖灰
瓦的故居里穿行，在一张张历史照片前沉思，他
总要自豪地介绍“小延安”的光荣历史。

经过厚重红色文化的浸润，再来到王金堂
的河南省金鸣乐器股份有限公司，摸着西洋乐
器小提琴，听着优美的琴声，“客人们往往有一
种奇幻旅行的感觉，纷纷感慨老区不但历史厚
重，还时尚满满。”他说。

提琴给竹沟、确山带来的不仅是时尚，还有
一个完整的产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确山县
一些农民到北京的提琴厂打工，从学徒一路做
到制琴师；后又单干，老乡带老乡，从家庭作坊
发展到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最多时，在北京的
确山籍制琴师有 2000 多人。2015 年，确山县
紧紧抓住北京产业升级、提琴制造企业面临外
迁的机遇，投资 15亿元建设了占地 600亩的提
琴产业园，以免房租、税收优惠等政策和浓浓的
乡情，吸引了像王金堂这样的在京务工人员回
乡创办提琴企业。这些人带来了资金、技术、团
队资源和销售渠道。确山提琴产业迅速发展起
来，目前已有100多家相关企业，形成了完整的
产业链，年产各类提琴40万把，产值达6亿元。

产业带动就业，目前，提琴带给确山的是
3000多个质量较高的就业岗位。在提琴产业园，
记者看到，做板、合琴等工序岗位上，许多工人在
紧张忙碌着。随琴工人李继珠告诉记者，她每月
工资将近6000元，琴头师傅的工资可以达到1万
元。他们在家门口就业，工作之余还能照顾家庭。

放下锄头，雕刻琴头，“琴一代”不懂音律，
埋头制琴。“琴二代”耳濡目染，既会制琴，还识
音懂琴。在竹沟镇，已经组织了室内弦乐团，

“琴二代”定期演出，既是对父辈辛勤付出的礼
赞，又昭示着确山提琴产业后继有人。更有“琴
二代”志存高远，立志打造世界名琴。王金堂的
儿子王玉民今年 23岁，是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
作专业大三学生，他向父亲表态，本科毕业后去
意大利深造提琴制作，不获金奖誓不还。

“过去确山在国内知名度不高，今天一提确
山小提琴，大家都知道。提琴产业的成功不仅
为确山带来一张洋气、时尚的名片，也提振了大
家干事创业的信心，目前我们正全力建设‘中原
门都’。”确山县政府负责人说。

走进确山县产业集聚区，占地 4000 亩的
“中原门都”建设正如火如荼……这里已引进制
门、锁具、板材等30多家上下游企业，形成集群
化的完整产业链，年生产销售非标门超过 120
万樘，成为全国最大的非标门生产基地。标准
门和非标门全部产能仅次于浙江永康，居全国
第二，“中原门都”已然成形，成为继小提琴之
后，确山县的另一张名片。③8

确山县是有着光荣历史的红色革命老
区。被誉为“小延安”的竹沟，抗战时期是
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许
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战斗过。

近些年，革命老区确山项目建设突飞
猛进，强力打造闻名全国的“提琴之乡”和

“中原门都”，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今年 2
月，确山成功退出贫困县序列。③8

老区名片 记者手记

诚心待人，凤还巢；产业集聚，终得金。

小提琴成为革命老区确山的名片，跟当

地政府真诚待人、诚心招商关系很大。2015

年，确山敏锐把握住北京产业结构调整的契

机，真诚邀请在北京的确山籍提琴商人回乡

创业，并提供优惠条件，吸引几十位客商回乡

共谱发展曲。

确山县引凤还巢，以凤引凤、瞄准主题、

选商入驻、产业集聚、链式发展，加速形成产

业群体竞争优势、规模效益和扩散效应。

“提琴之乡”“中原门都”品牌的形成，就

是对这些努力的肯定。

确山县刚刚脱贫，正铆足劲培养更多品

牌，惠及老区人民。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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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研究预测
部部长申洪源分析，二季度以来国
内玉米价格高涨，引发饲料企业积
极入市抢购小麦，相比面粉厂，饲
料企业收购标准更低，但价格方面
却并不比制粉企业差。再加上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让基层惜售心理
较往年普遍增强，不少用粮企业的
收购计划都未达成，不得不通过涨
价或出台奖励政策，刺激基层售
粮。

而玉米价格上涨动力十足，连
带提振了小麦的价格。除了在养
殖方面，酒精等其他方面也扩大了
对小麦的需求，加上托市范围的扩
大，小麦价格上涨动力足。进入 8
月份，面粉需求将逐渐转好，厂家
对小麦的需求量也将增加，短期内
小麦价格将保持坚挺态势。③4

中原金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建立风险管理中介机构资源备选库的公告

为打造中原PE投资和基金管理知名品

牌，向国内一流投资机构的战略目标迈进，

中原金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

司"）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选聘业务水平高、经

验丰富的风险管理中介机构，为公司股权投

资项目做投后管理的风险把控支持工作，并

建立风险管理中介机构备选库（以下简称"

备选库"）。欢迎有意向入库的各中介机构

参与评选。

一、选聘方简介

中原金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注册资本 10 亿元，作为中原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全资控股股权投资平台，肩

负着中原资产旗下股权直投及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业务的重要任务。中原金象主

营 私 募 股 权 投 资 基 金 管 理 、股 权 直 投

（PE）业务、创业投资、资产或资金受托管

理业务。

二、评选工作概述

我司将在备选库中，择优选聘风险管理

中介机构及专家为我司的相关业务提供专

项服务。具体服务事项将根据项目实际情

况协商签署服务合同予以确定。我司不保

证纳入备选库的各事务所或中介机构一定

能获得委托的服务项目。

三、申请材料及要求

详见公司官网www.zyamc.net及中原

资产微信公众号

四、评选办法

我司将组建评选小组，根据资质要求、

参选文件以及需求情况进行资格审查，确定

参选风险管理中介机构并报批。评选结束

后，选聘方将以发送入选通知书的形式分别

通知入选中介机构。

五、递交参选文件

（一）递交参选文件截止时间：2020年 8

月 17日

（二）参选的各中介机构应采取纸质版

本（加盖公章的复印件1册密封于档案袋）或

电子版本（加盖公章的pdf版本，材料按参选

文件要求排序）报名参选，纸质版本及电子

版本内容应一致。

（三）参选文件送达地址：

郑州市金水区才高街6号东方鼎盛中心

B座15层东侧

邮箱：zyjx@zyamc.net

联系人：王女士

电话：13526686161/15538112112

（四）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和

邮箱的，或者参选文件不符合本公告要求

的，将不予受理或者造成参选作废。

六、其他要求及说明

（一）参选的各中介机构须对提交材料

的真实性负责，凡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取消

资格或退出备选库。提交材料不予退还，我

司承诺对提交的材料妥善保管和处理。

（二）参选的各中介机构自行承担参加

评选所产生的费用。

（三）我司有权根据中介机构报名情况

综合择优选用。

（四）我司对本次活动及相关的文件资

料拥有最终解释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中原金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8月7日

□本报记者 王小萍 龚鸣
本报通讯员 孟永新

8月 5日，卢氏县范里镇何窑村，
村民李卢义一边在自家的核桃地除
草，一边照看着在山坡上吃草的牛犊。
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贪嘴的牛犊
居然跑到陡坡，老李连忙吆喝了一嗓
子。见小牛退了回来，老李笑了笑。

老李能有今天的笑容可真不易。
何窑村曾是出了名的苦山村。

老李虽然能干，但没文化、没技术，靠
着几亩薄田，只能春种秋收打些口
粮。2015 年以前，何窑村像老李一
样的贫困户就有 172户 719人，几乎
占了一半人口。

2015 年，卢氏县公安局开始定
点帮扶何窑村。驻村第一书记郭强
说，扶贫工作队因地制宜帮助村民发
展牛羊养殖、核桃种植等产业，以“龙
头企业+基地+贫困户”方式，帮助每
户贫困户发展三个以上产业，让村民
多头挣钱。

老李第一批加入了养鸡和香菇
种植两个产业合作社。忙完一季，他
不仅分了红，还用县公安局免费提供
的优质种苗，种了二亩核桃。在县公
安局帮扶下，老李本来闷在家里的犟
儿子，也学了厨师手艺。

全家人撸起袖子加油干，2018
年老李家脱了贫。同年，何窑村实现
整村脱贫。卢氏县公安局党委委员、
政治部主任范志勇主管扶贫工作，他

说：“在产业扶贫政策和驻村帮扶的
支持下，卢氏县公安局从 2015 年开
始，共争取和自筹资金3000万元，为
何窑村发展起卢氏鸡养殖 100户、香
菇种植 30户。何窑村的村民收入、
村容村貌、基础设施都实现了‘质’的
飞跃。”

看到村里的新变化，闲不住的老
李面对着村里一坡坡“天然饲料”，做
起了养牛梦。没有启动资金咋办？
老李的帮扶责任人了解到他的想法，
只用了两天时间，就以金融扶贫“卢
氏模式”帮他贷了 3万元。老李连忙
赶到牲畜市场，精挑细选慢搞价，牵
回来3头小牛。

老李算了笔账，他的 3头小牛长
成后，一年能产两头牛犊，转手就能
赚个万儿八千。加上种植和孩子务
工的收入，一年能赚五六万元。说起
近几年的变化，老李脸上的皱纹都舒
展了：“多亏了公安局的帮扶，现在我
和老伴住进了集中安置房，又有医疗
保险和养老金，没啥后顾之忧。孩子
外出打工，还交上了称心的女朋友，
就要结婚了，到时我要请咱公安局的
同志吃喜糖！”③5

确山提琴产业园，工人正在检查提琴质量。⑨3 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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