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提高供给适应引领创

造新需求能力。适应个性

化、差异化、品质化消费需

求，推动生产模式和产业

组织方式创新，持续扩大

优质消费品、中高端产品

供给和教育、医疗、养老等

服务供给，提升产品服务

质量和客户满意度，推动

供需协调匹配。

——国家“十四五”规
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第四篇第十二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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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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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昺南）“借种
植、养殖、项目开发、养老等名义，通
过‘认领股份’‘入股分红’等方式，
利用网络技术构造虚拟产品……非
法集资常常会用这些形式进行掩盖，
用‘高息’引诱广大群众上当。”6月
18日，在郑州市文博广场，防范非法
集资宣传活动正在进行，随着宣传人
员的热心回答，越来越多的过往群众
聚集过来听讲解。

当天，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会同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中国
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河南银保
监局、河南证监局、郑州市政府等单
位，举行 2021年度防范非法集资集
中宣传日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
场，共设立图文展板 80多块、咨询
台 60多个，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5万
余份，向过往群众宣传非法集资的
危害及防范常识。

在一个个展板前，市民认真观
看非法集资的应对方法与识别技
巧，并不时向宣传人员咨询，“什么
是非法集资？”“亲戚朋友劝我投资
能不能参与？”“受骗后如何维权？”

宣传人员一一耐心解答。
“非法集资往往把自己包装得

很美好，稍有一点贪便宜的念头就
会陷入深渊。”在非法集资诈骗典
型案例展板前，75岁的市民李广和
十分感慨，他曾遇过亲戚拉其投资
高回报、低风险项目，好在他当时
留了个心眼儿给子女打电话商量，
才没被骗。

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
宣传点前，市民刘慧边看展板边用
手机拍下文字内容，并扫描二维码，
关注介绍相关法律法规的平台。她
说，非法集资经常混淆投资理财概
念，让群众在眼花缭乱的新名词前
失去判断力。因此，要增强个人防
范意识，筑牢安全屏障，杜绝“一夜
暴富”念头。

“此次宣传活动采用漫画、文
字、视频等方式，通俗易懂，警示
作用很强，让大家了解防范非法
集资常识，提高防范诈骗能力，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省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防非办主任高明华
说。③5

□本报记者 李运海 刘晓阳 实习生 朱琳

大西瓜鲜见其踪，农民爱种三五斤
的小西瓜，线上线下卖的也多是小西
瓜。小西瓜为何火爆起来？专家、种植
户、消费者的看法出奇一致：中国家庭
户的规模小了，大西瓜没了市场，小西
瓜很受“待见”。

6月 18日，在郑州市万邦蔬菜批发
市场，刘先生一次买了上百斤的小西
瓜。他说：“小西瓜一次搞定一个，啥时
候吃都是新鲜的。”

校利超是中牟县韩寺镇大洪村人，
是当地有名的西瓜种植土专家。他说：

“同样一亩地，种小西瓜比种大西瓜至少
多挣5000元。”大洪村周围4个村共种植
西瓜9000多亩，种的都是小西瓜。

因为小西瓜卖得火，校成林今年还
多了一项兼职——负责为郑州一个电

商平台收购小西瓜。这个电商平台专
门收购1.5斤至 2.5斤、2.5斤至 3.5斤两
种规格的小西瓜，包装后发往全国各
地。“最近 10天已经销出去 200多万吨
小西瓜了，尤其是1.5斤至 2.5斤的小西
瓜，订单不断。”校成林说。

省大宗水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
家、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所长方
金豹分析，一方面是家庭规模小了，一
方面是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高了。小
西瓜小而甜，顺应了家庭规模和结构的
变化，火爆也不意外。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佐证了我国家庭
规模小型化趋势。20世纪50年代之前，
我国家庭户平均人数基本上保持在5.3
人的水平上。1990 年缩减到 4.0 人，
2010 年缩减到 3.1 人，2012 年缩小为
3.02人。今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表明，我国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平均每

个家庭户的人口只
有2.62人。

方金豹说，家
庭规模的小型化
是现代化家庭变
迁 的 重 要 标 志 ，
并已成为全球性
趋 势 。 培 育 一 个
西瓜新品种至少需
要 10 年，作为育种
工作者，要有前瞻性，
要考虑到 10年、20年后
市 场 需 要 什 么 品 种 的 西
瓜。当初我们全力培育小西瓜
品种并示范推广时，就已经看到了
我国家庭人口越来越少的趋势。如
今，小西瓜取代大西瓜，成为市场消费
的主流品种，并推动了西瓜产业的转
型升级。③9

□本报记者 李林

6 月 20日是“父亲节”，让我们
去关注一位特殊的“父亲”——郑州
市郑东新区龙湖上的天鹅“王子”。

作为8只小天鹅“湖宝”的爸爸，
它每天第一个离开巢穴，四处巡视周
边环境是否安全；它为孩子们细心觅
食，一旦发现美味，立刻引颈呼唤它
的宝贝们一同享用；每次发现有其他
飞禽欺负“湖宝”，它就会第一时间冲
上去，拼命地保护孩子们。

6月 20日一早，记者在龙湖岸
边看到，“湖宝”妈妈“公主”正带孩
子们在阳光下晒太阳，唯独不见“王
子”的身影。

郑东新区爱鸟护鸟协会志愿者
袁玉兰，每天都会到龙湖观察和记
录天鹅的生活与变化。她指着不远
处的一片芦苇说：“看到芦苇晃动的
地方了吗？那是‘王子’在用喙啄断
一根根芦苇，它要为‘公主’和‘湖
宝’们开辟一处新的家园。”

“湖宝”们在父母的细心照顾
下，体格健壮，在灰色的脊背上已开
始长出洁白的羽
毛。

作 为 父 亲 ，
“王子”担当、勤
勉 、有 爱 ，为 这
样 的“ 父 亲 ”点
赞！③6

小家庭买火小西瓜
我省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筑牢“防火墙”守好“钱袋子”

“父亲节”里的天鹅父亲

□本报记者 曹萍

赵坤：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儿科专家

郭彦荣：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儿科医生 入选河南省青苗人才

赵坤：
信中医爱中医才能真传承

6月 7日，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儿科门诊大厅内人头攒动，门
口聚集小患者和家长最多的那个诊
室正是赵坤在坐诊。赵坤今年 66岁，
一头白发、面容和蔼，脸上总是挂着
微笑。

学中医、用中医，首先要信中医、
爱中医，这是赵坤的信念，也是她收徒
的最重要“底线”。赵坤时常对学生

说：“学习中医首先要学习经典，还要
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形成
中医思维并运用到临床实践中去，为
患者治好病。”

如今，虽已身为中医大家，赵坤仍
会常常研读《黄帝内经》等经典，并常常
把新的感悟体会与年轻人分享交流。

面对变化飞速的医疗环境，赵坤始
终沉心静气钻研中医药文化，不遗余力
为孩子们解除病痛。“笃定治病为民的
初心、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在中西医
结合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取长补短，
让中医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才是真正
的传承。”赵坤说。

郭彦荣：
中医是一辈子的事业

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取下口罩脸上

已有勒痕，6月 9日中午近 1点，郭彦荣
才结束门诊，匆忙接受采访。

说到恩师赵坤，郭彦荣的第一句话
就是：“跟对一个老师，能改变人的一
生，赵老师就是这样一位老师。”

郭彦荣自读研开始跟随赵坤学习，
那时她既要在学校上课、也要在医院各
科室轮转，但不管白班夜班，只要赵坤
坐诊她都雷打不动地跟诊学习。十几
年过去了，在郭彦荣心中赵坤早已是亦
师亦母亦友，不仅带领她进入更广阔的
中医世界，而且更加坚定了她做一名好
中医的信念。

郭彦荣的本科专业是中西医结合，
研究生毕业后可选择的科室也很多，但
是她坚定地选择了儿科。“因为我看到
了赵老师与孩子间的互动，感受过孩子
病好后脸上那种纯真的笑容，让人发自
内心的快乐。”郭彦荣说。

“重燃生命之光”，这是悬挂在儿科
三病区的一面锦旗上的字，也深深地刻
在了郭彦荣的心里。“那个孩子因为严
重的肺部疾病，被很多大医院判定需要
切除肺叶，但赵老师用纯中医疗法让孩
子恢复了健康，挽救了一个家庭，如今
孩子已经 17岁了。”郭彦荣说，这样的
例子很多，赵老师的高超医术和高尚医
德，让她深刻地感受到中医的魅力，从
心里爱上了中医。

如今，郭彦荣在门诊也有很多“粉
丝”，她的兜里总装着“小鸭子”和“小恐
龙”，遇到哭闹的孩
子就拿出来。“坚定
中医自信，踏踏实实
把中医传承好，给孩
子看好病，是我一辈
子的事业。”郭彦荣
说。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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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中医 坚定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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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风华，波澜壮阔。红色基因，
电力传承。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新乡各供电公司科学谋划、多措并举、
扎实推进，做到规定动作不漏项，自选
动作有特色，推动学习有收获，为民办
事见实效。

学四史 悟真理 力于行

为确保学有实效，辉县市供电公
司创新党史学习方式，增强党史学习教
育吸引力、感染力、针对性和实效性。

党史学习教育一开始，辉县市供
电公司党委就推出了“读原著、学原
文、悟原理”活动，为各支部配发《中国
共产党简史》《大道》《苦难辉煌》等 20
余部图书，为基层党员提供学习材料，
并利用楼宇视频等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片展播。

同时，该公司开展“支部书记上讲
台”微党课评比活动和“百年华章 以
书献礼”读书分享活动，鼓励大家分享
交流学习心得，提升个人政治素质和
理论水平。利用辉县特有的红色资
源，把学习课堂搬到陈赓抗日作战指
挥部旧址、郑永和事迹展馆、辉县人民
干得好展览馆等场馆，组织党员重走

“奋斗路”，到石门水库、愚公洞等当年
辉县大干的现场，重温“辉县人民干得
好”那段峥嵘岁月。

此外，该公司还组织开展了“说、
学、拍、唱”学党史系列活动——“说”，
我对党说心里话。党员干部通过录制
短视频，表述入党以来的感受和体会，
传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继承红色
基因中勇担职责使命；“学”，深化“红色
基因、电力传承”实践。到公司老党员

家里，聆听前辈当年不畏艰难建设电
网，为南太行送光明的故事，学习老一
辈电力人的奋斗精神；“拍”，我与党旗
合张影。用摄影镜头记录党旗风采，用
独特创意保留“我与党旗”的精彩瞬间；

“唱”，我为党来唱首歌。以支部党员为
单位，创新演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红歌，并录
成短视频作品，唱响红色旋律。

践初心 优服务 惠民生

“咱们供电公司的服务就是好！不
仅全程跟踪服务，而且效率高，特别是
我们公司的专线用电，从申请到送上
电，只用了12个工作日。”6月18日，说
起公司用电新增新装业务办理，河南省
众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责人田建磊
连连夸赞长垣市供电公司的服务效率。

河南建琪集团扩建工程“河南省
众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项目是长垣市
重点项目之一，占地 104.8亩，总投资
1.97亿元，项目涵盖医用防护用品及原
材料生产、产品研发中心、医用高分子
及电子诊疗设备净化车间等。项目的
建设投产，对缓解长垣市医用防护用品
及原材料紧张，有效推动区域经济快速
发展，实现高附加值医疗器械产品提升
的良好开局，都有着重要意义。

为服务项目建设，长垣市供电公
司营销部组织“双经理”（项目经理+客
户经理）共同上门，主动对接众初医疗
器械公司的建设及后期生产用电需求，
协助解决用电难题，并指导企业负责人
田建磊通过网上国网APP线上申请高
压用电新装业务，正式启动电力专线和
变压器增容建设。

当天，客户经理陈士祥根据提前
借助供电服务指挥系统，详细查询的
厂区周边线路情况，与运维、发建等相
关部门人员进行现场勘查，当即确定
由110千伏栾西变作为接入电源点的
10 千伏栾众专线，完成供电方案答
复，促使项目快速进入委托设计、施工
阶段。

同时，项目经理王志豪根据供电
方案组织实施配套电力设施工程建
设、安全质量监督及验收送电工作，对
相关配套外部工程进行全过程管控。
6月 1日，仅用 12个工作日，该公司就
成功完成了 10千伏栾众专线验收送
电任务。目前，该企业变压器增容建
设正有序推进中，预计 7月初将全部
完成并验收送电。

办电、用电越省心，客户才更放

心。为做好客户的“电保姆”，长垣市
供电公司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全面推行“双经理”一站式服务
模式，进一步精简流程环节、压缩客户
办电时长，推动业扩报装提质增效。

质胜于华，行胜于言。长垣供电
人坚持问题导向，将党史学习教育同
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以“优质服务
惠民生”“为基层办实事”“为职工送温
暖”、志愿服务活动等为重点，着力解
决用电客户、职工群众急难愁盼的具
体问题，增强用电客户和职工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并引导党员群
众立足岗位实际，主动担当作为，将党
史学习成效落实到自身岗位日常工作
中，凝心聚力，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为用电客户提供更优质的电力服务。

（邢绍静 陈璞）

光耀初心 凝聚电力之光

苹果不好卖 难题怎么破

□本报记者 刘晓阳

近日，“苹果滞销价格大跌”冲上热
搜。有媒体报道，今年4月以来，陕西、
山东等主产区苹果价格一路下跌，有的
批发价格甚至低到每斤不到 1元，不少
苹果商户忍痛“割肉”。

河南苹果市场情况如何？6月 14
日到 16日，记者走访了部分果农、经销
商和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

主产区果农影响不大

我省苹果主产区主
要集中在灵宝、洛宁等
豫西地区。这儿的苹
果口感甘甜、色泽鲜
艳，颇受消费者欢迎。

在 盛 产 苹 果 的
洛宁县上戈镇，不少
果农表示，当地苹果
不存在滞销问题。果
农 姬 灵 甫 种 植 苹 果
600 亩，主要品种是红

富士，去年 9月份刚一上
市，就被抢购一空。“今年新

果还没成熟，目测产量不低，
销售不成问题。”姬灵甫说。

经销商库存积压严重

几家欢喜几家忧。由于对市场的
预测有误，不少苹果经销商去年的收储
量大、收购价高，苹果销售压力大。

最近，郑州苹果经销商刘红丽的日
子不太好过。去年 10月，刘红丽收购
来自甘肃、烟台等地的富士苹果300万

斤。前期价格好的时候，卖掉了三分之
二，目前还有100万斤积压在冷库里。

刘红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最“拔
尖”的精品苹果收购价每斤 6元左右，
现在出库价每斤只有 4.5元，再加上冷
库储藏、运输等费用，每斤亏损近2元。

“不少商户吐槽今年苹果生意不好
做。”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价格
监测中心负责人宁亚兵告诉记者，从市
场调研情况看，今年苹果行业不景气，
销售相对困难。前几年，优质苹果都是
论个儿卖，一个苹果好几元，而如今，一
斤苹果顶多四五元，买的人还不是很
多。

“供大于求”导致“卖果难”

苹果销售困境，既有短期的市场波
动因素，供求关系的逐渐失衡也是重要
原因。近年来，我国苹果种植面积连年
增加，在消费市场容量有限的情况下，
苹果处于“供大于求”状态，“卖果难”自
然就产生了。

“种植面积过大，品种单一，是苹果
产业发展的‘瓶颈’。”洛阳农林科学院
果树所所长焦汇民建议，“在现有栽种
面积基础上，通过推广栽培新技术和提
高管理水平，提升苹果质量，加快苹果
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困境
的必经之路。”③9

红富士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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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话题对对碰

（上接第一版）工业经济运行持续恢
复、稳中向好。

6 月 18 日，洛阳市地企合作
2021年第二次会议暨全市重点工业
项目建设推进会透露，今年全市共谋
划实施千万元以上工业项目585个，
总投资 2915.8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822.9亿元。截至 5月底，全市工业
项目累计完成投资352.5亿元。

据介绍，今年前 5个月，洛阳市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3.8%，高
出全省 6个百分点；在一季度全省
重点项目“四比四看”综合评价中排
名第一；洛阳石化炼油结构调整、格
力中央空调、中信重工储变电、中航
光电电子电源等 29 个项目投产达
产，格力冰箱洗衣机、中原节能环保

产业园、航空航天智创产业园等
235个项目落地实施……

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围绕项
目干，项目建设在河洛大地呈现出
千帆竞发之势，洛阳凝聚起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硬核力量”。

洛阳市委提出，下一步继续坚
持“项目为王”，紧紧扭住项目建设
的“牛鼻子”；坚持保障为要，着力建
好场域载体“强磁场”；坚持谋划为
先，精准招商要协同；坚持落地为
大，一切工作看结果。全力以赴推
进重点工业项目建设，为加快推进
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
年。③6

洛阳：“项目为王”强筋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