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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扎实做好“六稳”“六保”

乡村名片

梅桥村先后被农业农村部
命名为农业科技入户示范村、一
村一品示范村，被省委、省政府评
为新农村建设先进单位，被省生
态环保厅命名为省生态文明示
范村，被周口市科协命名为市农
村科普示范基地，该村党支部先
后被省、市、县党委表彰为“五个
好”村党支部。③5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8月 16日，百万青年沿黄生
态产业发展协作行动（以下简称“协作行动”）启动仪式
在黄河博物馆举行。在豫全国青联委员、学联代表、“河
小青”“河小识”等7个项目团队代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社会实践团队代表等参加启动仪式。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抓住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今年7月，共青团河南
省委联合山西、内蒙古、山东、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宁
夏等沿黄 8省（区）团委下发了《关于共同开展百万青年
沿黄生态产业发展协作行动的意见》。

协作行动以“美丽中国看黄河，青春引领绿风尚”为
主题，以“河小青”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河小识”助
力黄河流域中心城市垃圾分类、“河小二”黄河流域农产
品直播展销、“河小企”黄河流域青年企业家建功、“河小
文”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青少年研学交流、“河小
社”黄河生态环保社会组织孵化、“河小团”黄河滩区基
层团组织建设等 7个项目为载体，探索沿黄各地青年参
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之路。

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9支大
学生社会实践团队代表授旗。这标志着沿黄9省（区）的
青年社会实践活动正式开始。

协作行动启动后，共青团河南省委将依托华北水利
水电大学，组织沿黄9省（区）所在地的华水学子和当地青
年环保社团、青年企业家、青年文化工作者等青年代表，通
过“云组队”的形式组建实践团队。③8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通讯员 党贺
喜）继上月“创客中国 星耀河南”2020
年“创客中国”河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
大赛郑州分赛圆满收官，郑州市“创客中
国”三个服务专项行动启动仪式暨主题
论坛8月14日成功举办。

据悉，此次实施的三个服务专项行
动，以“系统加速+融资对接+技术服务”
为核心内容，对中小企业和创客实现一
站式创业辅导。三个服务专项行动各有
重点。

企业家双创能力提升专项行动针对
参赛企业项目的落地孵化和政策服务需
求，重点开办郑州创客创新创业加速营，
邀请国内外知名企业家、创投机构负责
人担任加速导师，围绕国内一线投资机
构资本对接、梳理商业模式、品牌定位等
内容，开展投融资交流、私董会、企业互
访、持续学习等活动。

创业资金对接服务专项行动通过开
展银企对接会、项目路演、专家服务团一

对一专场辅导等活动，搭建“银企通”线
上中小企业融资对接平台，打造融资对
接直通车，帮助企业实现股权、债权融
资。

创新资源对接服务专项行动则通过
采集企业需求、匹配技术服务资源，组织
技术需求对接活动和科技成果展示活
动，搭建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平台，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

省工信厅中小企业服务局负责人指
出，专项行动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高效
的赋能服务，促进中小企业成长发展、做
优做强，将为不断拓展郑州市中小企业
产业生态布局发挥重要作用。

参与行动的创投机构 UFO.WORK
创始人CEO李杨表示，将围绕三个服务
专项行动，以“加速营”赋能为切入点、融
资对接活动为着力点、技术服务常态化
为重要支撑点，着力打造一站式创新创
业加速赋能器，助力创业者持续、快速成
长。③9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张遂旺）“前几天，教育部门询
问我子女的就学情况，我还可以在本市
A级景区享受免票待遇……”8月 12日，
河南利华制药公司总经理牛志刚开心地
说，“‘八大员’齐上阵，给我们创造了这
么好的营商环境，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
忧，让我们集中精力办好企业。”

今年 4月，安阳市启动了《关爱企业
家“八大员”行动计划》，强化公共服务意
识，要求政府部门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
二”，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政府部门要当好‘宣传员’，建立表
彰激励机制；当好‘联络员’，建立政企

‘零距离’沟通机制；当好‘组织员’，建立
筑巢引凤聚人才机制；当好‘勤务员’，建
立千员帮千企机制；当好‘护航员’，建立
依法维权保障机制；当好‘解说员’，建立
政策上门宣讲机制；当好‘交通员’，建立
绿色便捷‘快车道’机制；当好‘保健员’，
建立关爱健康服务机制。”安阳市工信局

副局长王福的介绍。
《安阳市关爱企业家“八大员”行动

计划》发布以来，全市形成了关爱企业家
的氛围。目前，各责任单位具体服务企
业家政策措施已出台，并在工作中逐步
落实。全市重大经济政策出台、重要涉
企工作安排，都主动征求企业家意见；市
工商联制定了《安阳市企业家沙龙活动
方案》，已组织 3期沙龙活动；推荐 26名
优秀企业家分别担任安阳工学院、安阳
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特聘研究员；企
业申领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等可免费
EMS邮寄，免费刻制公章……截至今年
7月底，该市各类市场主体共有 268011
户，同比增长5.29%。

“开展关爱企业家‘八大员’行动计
划，就是要发扬‘店小二’精神，强化服务
意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营造激励企业
家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助推安阳经济
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安阳市市长袁家
健说。③8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着汉服、贴花钿、点绛唇，或轻罗小扇油纸伞驻足湖畔凉亭
下，或手持精美花灯悠闲游走于夜色中，或翩翩起舞衣袂
飞扬……8月15日，首届“永不落幕的汉服节”在修武县云
台古镇开幕，众多汉服爱好者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

本届“永不落幕的汉服节”以“古风前卫，与子同袍”
为主题，为期 3天。游客可在云台古镇里欣赏“境花缘”
艺术装置、观看古风舞蹈、学习古风彩妆和花艺、体验投
壶等，感受锦绣中华礼仪之邦的独特韵味。

据介绍，云台古镇作为本届汉服节的举办地，以韩愈
文化为主线，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呈现古修武盛
唐风貌，是一个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大型古
镇文化旅游项目。该县计划未来每一至两个月定期举办
一次汉服节，真正让汉服节“永不落幕”。

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永不落幕的汉服节”对
巩固扩大修武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引领优势，抢占后疫
情时期文化旅游产业转型的主动权具有重要意义。③8

本报讯（记者 王映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马鹏宇）
8月 13日，记者从在濮阳召开的全省农村饮水“四化”现
场会上获悉，我省将开展饮用水地表化试点工作，确定平
顶山市、濮阳市为市级试点市，新郑市、杞县等 21个县
（市、区）为县级试点。

地下水作为城乡供水的主要水源，长期持续开采，带
来了地下水水位下降、地面沉降、水源枯竭、水质串层污
染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危及城乡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
根据全省饮用水地表化试点工作安排，试点市、县将于今
年8月底前开工建设，2022年年底前完成试点任务。届
时，试点单位的县级以上集中式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具
备地表水置换条件的乡村集中式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
将全部置换为地表水。

“试点市、县将按照‘政府主导、多元投入、市场运作、
社会参与’的运营模式，以南水北调水、黄河水和当地河
湖、水库水作为饮用水水源选择重点，进一步完善农村饮
水工程建管机制，推进实现农村供水规模化、市场化、水源
地表化、城乡一体化。”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表示。③4

百万青年沿黄生态产业
发展协作行动启动

城乡居民共享优质饮用水
平顶山、濮阳成为我省饮用水

地表化试点市

首届“永不落幕的汉服节”
在修武举行

“三个服务专项行动”
赋能中小企业

“八大员”用心帮扶
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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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春喜 李昊

扶沟的蔬菜很有名，梅桥的黄瓜“独一份
儿”。

梅桥人说：“咱家的黄瓜，瓜条直，色泽
亮，口感好。”市场商户说：“梅桥的黄瓜不卖
完，别家的黄瓜卖不动。”

正是瓜果满藤时，8月 16日，记者来到扶
沟县柴岗乡梅桥村，却大吃一惊。

日光温室大棚里空空如也，土壤光坦坦
裸露着。别说黄瓜，连根黄瓜秧也没有。

不仅如此，找人采访也颇费周折。满村
寻访菜农，竟找不到几个人。

看到记者一脸疑惑，村党支部书记、全国
劳模梅根清笑谈原委。

“你们来得不巧，正赶
上歇地。”

“歇地？”
“ 地 和 人 一

样，忙活了快一
年，也要歇歇。”

原 来 ，梅 桥
黄瓜全是“反季
节”种植。每年
10月下苗，11月
摘瓜，一直持续
到 来 年 五 六 月

份，种一季，至少能收 7个月。
每年7月至9月则是“休棚期”，也就是梅

根清说的“歇地”。拨弄着脚下发烫的土壤，
梅根清告诉记者，借助夏日高温，能有效杀死
土壤里的病菌，减少病虫害发生，有利于下一
季黄瓜生长。

“一季黄瓜收益多少？”
“过去设施陈旧产量低，一亩地一年也就

收个两万来斤，现在能收四五万斤。最贵时
在春节前后，五六元一斤，一亩地毛收入 6万
多元，除去各项成本净落三四万元。”

梅根清介绍，梅桥种植大棚黄瓜有 20多
年历史了。大面积形成气候，始于本世纪头
些年，一度以“发展高效农业，致富农民群众”
的“梅桥经验”闻名周口。可随着形势发展，
竞品增多，梅桥黄瓜优势不再。

梅桥黄瓜产量和效益的大幅提升，得益
于这两年的“二次创业”。

大棚设施“鸟枪换炮”：土壤翻新，墙体加
厚；竹木改钢管，草苫变棉毡；卷帘机取代人
工，薄膜换用新材料……多项新技术，让大棚
承重能力明显提升，保温性能更出色。

管理经营“提档升级”：成立蔬菜合作社，
统一购料、统一供种、统一技术标准、统一产
品销售。同时，注册“新梅园”商标，积极抢占
高品质蔬果市场，以绿色产品打响品牌。

“二次创业”不仅提升了梅桥黄瓜的品

质，平均每斤比周边市场高两三毛钱，还让梅
桥黄瓜声名大噪，销量猛增。

“我们的黄瓜不愁卖！”梅根清说，如今，
梅桥黄瓜在省内各地拥有一批固定客商，还
与丹尼斯、万果园等大型超市进行“农超对
接”，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特别是春节前后，
供不应求，客户来了，甚至要等上一两天。”

产销不愁，村民收入日益丰厚。走在村
里，一座座绿荫中的二层农家小楼与田间连
绵不绝的银色大棚相映衬，颇引人注目。

这些年，黄瓜种植不仅富了梅桥村民，还
引领邻近乡村1000多人脱贫致富，辐射带动
周边农户建造日光温室大棚3000余亩。

随着梅桥黄瓜走俏市场，梅桥人也变得
“抢手”起来。

多年的种植经验，使菜农们掌握了扎实
的日光温室种植技术，村里陆续出现一批像
梅根清一样的“田秀才”“土专家”。

梅桥成立了大棚建设专业队伍，对外搞技
术输出。每年向外地派遣技术人员一二十人，
年工资八九万元，村民又增加了一笔收入。

“现在，正是歇地的时候。但大伙儿闲不
住，都外出给人家当技术员哩。”梅根清一番
话，让记者疑惑顿释。

原来如此！难怪梅桥此行，不见瓜与
人。待过些时日，相约秋冬，再来探访梅桥瓜
事。③5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梅桥村梅桥村 2020 多年坚持不懈多年坚持不懈，，通过通过

发展壮大高效农业富了乡亲发展壮大高效农业富了乡亲，，把把““小小

菜园菜园””变成群众的变成群众的““金饭碗金饭碗”，”，再次印再次印

证证：：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在当前全力做好在当前全力做好““六稳六稳”“”“六保六保””

形势下形势下，，各地农村因地制宜精心谋各地农村因地制宜精心谋

划划，，倾力打造倾力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品”，”，做精做强做精做强

特色主导产业特色主导产业，，提高农业综合效益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让农民群众稳就业让农民群众稳就业、、增收入增收入，，不失为不失为

一条奔向小康之路一条奔向小康之路。。③③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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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月月 1616 日日，，一场时一场时
尚秀在郑州市一商业中尚秀在郑州市一商业中
心展开心展开。。随着商场人气随着商场人气
复苏复苏，，不断举行的各种活不断举行的各种活
动动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参吸引不少市民前来参
加加，，有力推动了消费市场有力推动了消费市场
扩容提质扩容提质。。⑨⑨66 本报记本报记
者者 王铮王铮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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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樊霞 实习生 孙婷婷）8月 17日，记
者从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获悉，7月份，河南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9%。其中，城市上涨 2.4%，农村
上涨3.7%；食品价格上涨13.4%，消费品价格上涨4.2%。

同比来看，构成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八大类商
品及服务价格呈“四涨四降”态势。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
涨10.1%，影响CPI上涨约3.07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
依旧领涨，上涨87.2%，影响CPI上涨约 3.0个百分点；鲜
菜价格上涨5.5%，影响CPI上涨约0.11个百分点；鸡蛋价
格下降 22.2%，鲜瓜果价格下降 29.7%。其他用品和服
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上涨；交
通和通信价格变化明显，同比下降4.6%，衣着、居住、生活
用品及服务价格均有下降。

环比来看，食品烟酒价格环比上涨 2.0%，影响 CPI
上涨约 0.65个百分点。其他用品和服务、交通和通信价
格上涨；衣着和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和娱乐
价格均有所下降；医疗保健价格与上月持平。③5

7月份我省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2.9%

梅 桥 瓜 事

连绵不绝的银色大棚连绵不绝的银色大棚⑨⑨66 穆文涵穆文涵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