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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真正做好自己的事情，
才能不再受制于人，才能在
循环中获得真正的主动权，
让中国经济真正强起来。

10月 17日，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

报告会在北京举行，我省 4名个人受到表彰。唐河县

城郊乡王庄村村民王万才、辉县市张村乡裴寨社区党

总支书记裴春亮获得“奋进奖”，太康县马厂镇前何村

第一书记（河南省周口市国税局驻村干部）韩宇南获得

“贡献奖”，潢川县驻郑州流动党员工作委员会书记黄

久生获得“奉献奖”。获奖归来，这些奋战在脱贫攻坚

一线的“劳模”们激情澎湃、信心满怀，决心在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中继续奋发有为，取得更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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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我
能获得这样的荣誉，真的很激动！
这份荣誉也属于我们裴寨村的父
老乡亲们，更属于家乡的太行山区
群众……”10月 18日上午，提起刚
刚获得的“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
的荣誉，裴春亮激动不已。

从小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
的裴春亮，致富不忘乡邻，感恩回
馈社会，自 2005 年起，他扎根太行
山区，带领群众建新村、修水利、发
展高效农业、创办股份制企业等，
不仅让省级贫困村裴寨村发展成
为全国文明村，还以“1+N”扶贫模
式，带动周边 11个村 1万多人实现
脱贫致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裴春
亮说，成绩代表过去，奋斗创造未
来，脱贫只是通往乡村振兴道路的
第一步，下一步将继续团结带领全
村党员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因地
制宜发展好服装产业园、“红薯革
命”等一批乡亲们易接受、好上手的
产业项目，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新
生活。

裴春亮：
成绩代表过去 奋斗创造未来

刚刚从北京领奖回到南阳的王
万才十分兴奋。就在前几天，王万
才撰写的“我所经历的脱贫攻坚故
事”征文作品《一朝脱贫为劳模 终

生奋斗不停步》，在由国务院扶贫办
等单位举办的展示展播活动中荣获
文字类一等奖，这次又获得“全国脱
贫攻坚奖奋进奖”，可以说是喜事连
连。

“两年多来，我获得不少荣誉，
内心除了感恩，更多的是压力和责
任。”王万才说，“自己这两年参加各
个层面的宣讲活动有近百场。一遍
遍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脱贫的真实故
事，看到不少贫困群众重拾信心努
力奋斗脱贫致富，我感到由衷的欣
慰。下一步，我将继续发挥好模范
带头作用，用自己的故事感染更多
人，带领大家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和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再立新功。”

在这次表彰大会上，韩宇南作
为获奖代表向全国干部群众分享了
自己的扶贫故事。

“我只是无数扶贫干部的一个
代表，比我更辛苦更优秀的人还有

很多很多。成绩归功于组织，荣誉
归功于人民。”韩宇南动情地说，没
有哪一项工作比为人民服务更幸
福，没有哪一项事业比植根人民群
众更崇高；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越来
越好，自己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韩宇南表示，下
一步，为巩固脱贫成果，让乡亲们过
上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一是在带领
群众产业发展上下功夫，发展特色产
业带动群众增收；二是在引领群众外
出务工上下功夫，做好贫困劳动力稳
岗就业增收；三是在巩固拓展脱贫成
果上下功夫，做好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前何不富，不回税务！不获全
胜，决不收兵！”韩宇南话语铿锵。

□本报记者 赵力文

改善土壤环境，不增肥增药也能增产。
位于西华县的黄泛区农场连续 17年坚持“三
秋”深耕，反复验证了这一点。

10月 11日，黄泛区农场三分场 8000亩
收过秋粮的耕地上，大型农机不时穿梭，进行
着深耕深松作业，地里到处是翻出来的大土
块。

“深翻后，经过晾晒，再耙地四五遍。”三
分场副总经理马得坡指着地里的农机介绍，
每年他们秋收后都要整地，今年收获玉米的
7200亩地还是像往年那样进行深耕，在收获
大豆的800亩地尝试进行深松。

他们对比发现，经过深耕，“唤醒”了土地

活力，来年每亩小麦在同等条件下平均能增
产50—100公斤。

作为国有农场，黄泛区农场大型农机完
备。在深耕时，使用大马力履带式或轮式拖拉
机作为动力机车，犁地机具采用4铧犁或5铧
犁，耙地则使用中型耙或重型耙。

“使用一般的农机旋耕，耕作层有 15厘
米就不错了，深耕深松后耕作层能达 25—30
厘米。”黄泛区农场农业事业部部长缑国华
说，深耕深松能较深地打破犁底层，疏松土
壤，大大增加耕作层厚度，土壤团粒结构也得
到改善，增强保水保肥性能。庄稼扎根扎得
深，根深叶茂，产量提高。

深耕的时候，杂草和秸秆也被翻到土壤深
层熟化，增加了土壤有机质。黄泛区农场自
2003年开始实施秸秆还田、土壤深耕作业，耕
地的有机质、养分含量不断提升。

土壤化验结果显示，2019年，全场土壤有
机质平均含量为1.82%，较2004年增加0.33个

百分点；碱解氮平均含量较 2004 年增加
46.45毫克/千克；有效钾平均含量较 2004年
增加45.27毫克/千克。

“深耕细耙、旱涝不怕”，这句老话点出了
深耕深松的好处。近年来，为解决土壤板结、
农药化肥过量使用等问题，深耕深松在我省
多地得到推广。

为充分“唤醒”耕地活力，我省农业专家
进一步优化深耕深松技术，一种被称为“立式
旋耕”的升级版技术也开始在我省试验示范。

“这种耕作方式深入土层更深，可达 60
厘米，耕作 1次即可达到整地环节的犁地、旋
耕耙地 2次的效果。”研究该技术的河南省农
业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副研究
员聂胜委博士告诉记者，立式旋耕调理土壤
效果更好，加深农田土壤耕层，增大土壤的库
容、缓冲能力以及蓄水保墒能力，深耕一次可
以管用两三年，当季可增产20%左右，对下茬
作物仍有持续的增产效果。

立式旋耕与其他耕作方式最大的区别在
于整地的机具上，运用了一种垂直旋耕机械
来旋耕整地，深松活土。目前，全省在近
1000 万亩各类作物种植中推广了这种耕作
技术，特别是在焦作、安阳等地的山药、芦荟
种植方面逐步普及。

“农业发展呼唤新的农业耕作方式，需要新
的农业耕作机械。”聂胜委说，土壤承载着作物
赖以生长的养分，“唤醒”了耕地活力，就会为作
物生长提供更强动力。③5

□本报记者 刘玉梅

10月 17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
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就“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怎么看与怎么干的问
题，接受记者采访。

新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新阶段背景
下，重塑发展新优势的战略选择。刘伟
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
节点，正处于重要战略调整和重大战略
机遇期。中国GDP总量去年接近100万
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迈上1万美元台
阶，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近。同时，在迈向现代化的新阶段，
我们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从国内来
讲，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问题。
从国际上讲，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某些西
方国家采取战略性的、全方位的阻碍、干
扰甚至是打压，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
进一步的困难挑战和不确定性。

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还有一个严
峻考验，就是我们能不能跨越“中等收
入陷阱”。

刘伟指出，要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必须树立新的发展理念，转变发展
方式，从靠要素投入为主带动经济增
长，转向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带
动经济增长，从而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
转向高质量发展。要通过构建现代化
经济体系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而现代
化经济体系又是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来推动的。当前我国转变
发展方式的根本，就是要提高生产效
率，提高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分析新发展格局提出的主要动因，
他指出，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当前国际环
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采取的适应
之道，从长远来看，还与中国推动实现现
代化的目标一脉相承。在他看来，新发
展格局是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展变化下
中国寻找新优势、重塑新竞争力的过程。

刘伟强调了国内循环的重大现实
意义，指出国内循环是根基，做强产业
链是核心，创新驱动是关键。只有真正
做好自己的事情，才能不再受制于人，
才能在循环中获得真正的主动权，让中
国经济真正强起来。他说：“提升产业
链的核心是创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技术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
才能在市场中循环起来；另一方面是制
度创新，提升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完

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才可能真正形成
统一的市场循环。”在他看来，加强基础
创新，打破“卡脖子”的堵点非常关键，
困难和压力十分巨大，要发挥新型举国
体制的优势强力攻关。国内循环的地
区之间、部门之间要打破掣肘，实现市
场化、一体化、法治化。

刘伟指出，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绝非封闭的自我运行，不要开放。而
是要推动开放升级，以“一带一路”作为
抓手，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更高水平的开
放，从而更加深入地参与和搞好世界竞
合关系，带动和引领世界经济。在双循
环过程中，既要更好发挥政府顶层设计、
统一布局、组织协调的作用，又要充分发
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既要
夯实基础研究，又要加速科技成果向现
实生产力转化；既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
能力，又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
交流合作。

刘伟还强调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重要性，指出面对国内国际的双重
挑战，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
闯过关口的迫切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
发展的国家战略。它不是偶然的、孤立
的技术问题，归根结底是转变发展方
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塑经济
发展优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
因素而面临冲击。我国作为全球第一
制造业大国和全球产业链重要枢纽，大

而不强的现状突出，稳链、延链、强链任
务艰巨。刘伟说，强韧的产业链供应链
是国民经济高质量的根基。稳是基础，
强是关键。刘伟指出，要想“稳链”，首
先要有底线思维，主动疏堵。

比“稳链”更高的要求是“强链”。
刘伟认为，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
各自发挥最大的效用，才能让双循环真
正畅通起来，“国民经济要动起来，供求
之间、产业之间、企业之间要通过市场
机制，通过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的协
调，有机地联系起来，协调地动起来。”

刘伟解释说，我们讲循环，实际上
是指再生产，意味着国民经济的各个环
节要畅通起来。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
水平的提升，就是要在更高质量、更有
竞争力的基础上，使产业之间、各个环
节之间，能够循环畅通连接起来，并通
过市场的力量形成供求之间总量和结
构的均衡。从这个角度来说，产业链和
供应链在高水平、高竞争力基础上的畅
通和循环，是形成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市
场基础，没有产业链供应链的循环畅通
就没有国内大循环的可能。

刘伟强调，新发展格局要以内需作
为战略基点。我们的市场庞大，体系齐
全，具备以国内大循环立足的空间和条
件。在他看来，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亟
待深入挖掘。通过政策稳定投资积极
性、释放消费潜力将为中国新发展格局
提供持久动力。③5

□本报记者 陈辉

10月 17日，2020中国（郑州）产业
转移系列对接活动主要议程圆满结束，
金秋的中原大地又收获了一批丰硕的
产业合作果实。

签约项目势头不减。受疫情影
响，今年国内外企业投资愿望普遍有
所降低，但河南当前良好的发展态势
还是受到投资商的青睐。活动收集汇
总签约项目 778 个，其中计划投资 10
亿元以上项目达 148个，装备制造、食
品制造等优势产业项目共 341个。河
南持续厚植发展优势、努力打造良好

营商环境的努力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
可，为承接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产业
转移提供了坚实支撑。

与“沉甸甸”的签约项目相呼应的
是，活动还突出“引智”的作用，“院士中
原行”继续举办，多位院士前来为河南发
展出谋划策，亲赴一线为企业现场解决
难题。活动还举办了5G、人工智能、工
业互联网、工业设计等专题论坛，为河南
描绘出绚丽的数字经济美好前景，吸引
了一大批资本前来寻求合作。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产业转移
也出现了新的动向。活动还首次举办

了顶级的产业转移专家研讨会，来自工
信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
科学院、国家信息中心等单位的专家，
针对产业转移新动向进行了深入研
讨。全球产业链重构、打造优势产业集
群、虚拟产业转移……新时期的河南面
临着更多的机遇与挑战。

通过连续七届的活动，河南因地制
宜探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路径、新
模式，各地主动发挥特色优势、坚持错位
发展。今年有四个省辖市举办了专场活
动，郑州市瞄准区块链产业、新乡市力推
鲲鹏生态、濮阳市聚焦新型化工、驻马店

市引进高端农产品加工项目，区域统筹
和协同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省工信厅负责人表示，我省作为
产业转移对接活动的东道主和核心主
办单位，既是主要推动方，也是最大受
益者。未来，全省工信系统将围绕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目标，通过更高水平
的对外开放促进更高层次的产业合
作，打造更具活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和
更具竞争力的产业体系，促进各方在
河南经济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为构
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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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更大
贡献。③6

怎样读懂“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

打造更高层次的产业合作平台

王万才：
发挥模范作用 再立脱贫新功

韩宇南：
让乡亲们过上更加美好幸福生活

黄久生：
不让一个农民工兄弟掉队

我省4名全国脱贫攻坚奖先进个人信心满怀——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
继续奋发有为勇立新功

从北京回来，来不及和家人分
享喜悦，黄久生就直接回了郑州的
工地，第一时间把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的批示精神
传达给工友。

面对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潢川县驻郑州党工委联系的 60
个项目近 10万名建筑工人，第一时
间复工复产。黄久生信心十足地
说：“我要带着大伙儿攻坚克难，建
出更多更优的工程，让更多的农民
兄弟，通过勤劳的双手致富奔小
康。我秉承一个信念：农民工兄弟
跟着我出来干，就绝不能让一个人
在脱贫路上掉队！”③5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代
娟 赵春喜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蔡
丽 图/王伟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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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月月99日日，，在项城市秣陵镇师寨村的一在项城市秣陵镇师寨村的一
块玉米地里块玉米地里，，一一台机械正将一排排玉米秸秆吸台机械正将一排排玉米秸秆吸
入机内粉碎后均匀抛撒在田间入机内粉碎后均匀抛撒在田间，，并经深松并经深松、、旋旋
耕埋入土地成为有机肥料耕埋入土地成为有机肥料。。⑨⑨33 张永久张永久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