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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践行嘱托新答卷 奋勇争先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成安林）9月的中原大地，瓜果飘香，遍地是
丰收的景象，处处是喜悦的笑脸。9月 23日上
午，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会场
开幕式活动在武陟县嘉应观乡二铺营村举行。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
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2021年“中国农民
丰收节”河南省主会场由省委、省政府主办，省
农业农村厅、焦作市委市政府和武陟县委县政
府承办，主会场设在武陟县嘉应观乡，活动从9
月23日持续到10月 7日。

据介绍，在 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
南省主会场筹备方面，武陟紧扣“庆丰收、感党
恩”活动主题，围绕黄河文化之乡品牌，突出黄
河农耕文化，讲好黄河故事，开展丰富多彩的
群众性庆祝活动，增添发展活力，提振发展信
心。

经过前期充分准备，9月 23日起，农民朋
友将在这里欢聚，载歌载舞，分享用汗水和努
力换来的累累硕果，一起致敬劳动、感恩大地。

2021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会
场，以二铺营村党建综合体为起点，经主会场
舞台、现代农业展示馆、四方仓，至嘉应观景区
南院、北院，形成一条南北贯通的中轴线展
区。活动分为丰收文化体验区、现代农业展示
区、黄河农耕体验区和非遗民俗体验区“四大
区域”，设立乡村振兴成果展、现代农业科技
展、名特优新农产品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黄
河文化和治黄兴水文化展“五个成果展区”，开
展“庆丰收·感党恩”系列活动、黄河文化情景
演绎、农耕文化体验活动、农民趣味运动会等
主题活动，全景展现武陟大地蓬勃的时代气
息、浓郁的黄河农耕文化、美丽的振兴图景及
广大农民的时代风采。

“武陟县作为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会场，
代表省、市向全国展示中原地区农民丰收的景
象。”武陟县农民丰收节筹备指挥部负责人说，
该县将努力把这个丰收节办成一次有特色、有
声势、有影响、有成效的农民盛会。③7

本报讯（记者 孔学姣）日前，记者
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由该局组
织推荐的“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与智慧
监管技术”重点实验室、“陶瓷制品有害
物质分析与评估”重点实验室从全国
数百家申报单位中脱颖而出，正式获
批为国家市场监管重点实验室。

国家市场监管重点实验室是国
家质量基础设施和国家市场监管科
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
获批，填补了省内国家市场监管重点
实验室空白，标志着我省市场监管系
统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与智慧监管
技术”重点实验室依托建设单位为河
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将面向新时代
食品安全监管需求，聚焦食品安全快
速检测与智慧监管技术主题，着力攻

关破解食品安全领域“检不快”“管不
精”等“卡脖子”的关键技术。

“陶瓷制品有害物质分析与评
估”重点实验室依托建设单位为许昌
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将通
过开创智能—协同有害物质全覆盖
检测技术，在陶瓷制品溶出类有害物
质种类、浓度、检测方法和限量评估
等方面开展创新性研究。

我省既是食品大省又是陶瓷大
省。“两家重点实验室将发挥集聚效
应，吸引行业一流科研院所及人才共
同创新科研范式，在前瞻性基础研
究、应用基础研究、重大关键技术及
相关公益性技术研究方面持续发力，
为我省打造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提供公共技术支撑。”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说。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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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静）9 月 22日，
记者从郑州海关获悉，近日，三门峡
检验检疫试验区投资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申请的出境货物木质包装熏蒸
处理标识加施资格正式获得郑州海
关批准，成为我省首家出境货物木质
包装熏蒸处理标识加施企业，填补了
我省在此领域的空白。

我国开放型经济持续发展，出入
境货物木质包装用量也随之增加。
木质包装多以木材为原料，是国际贸
易中林木害虫的重要载体和传播介
质。为保证我省出境货物木质包装
符合国际检疫要求，需对包装进行除
害处理并加施 IPPC专用标识。熏蒸
处理就是最常见除害处理方式之一。

为优化全省外贸企业营商环境，
做好服务，郑州海关所属三门峡海关
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开辟“绿色通道”，帮助三门峡检

验检疫试验区投资建设公司申请资
质，在就注册登记政策进行“一对一”
解读的前提下，工作人员提前介入厂
房设计，确保企业厂房建设符合熏蒸
处理要求，指导企业建立完善质量安
全管理体系和疫病防控体系，并通过

“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对企业人员进
行先期培训和验证考核。

“海关部门审批速度很快，当天
受理派单，3天完成考核，5天发证，
将 20个工作日限期的审批事项压缩
至 5天完成。”三门峡检验检疫试验
区投资建设公司经理翁希斌说，企业
将严格按照标准逐步扩大生产规模，
确保出口货物木质包装质量安全。

据了解，该企业获得此资质后，可
为豫西乃至黄河金三角地区的企业提
供出口用货物木质包装，外贸企业不必
再从外地购买，可有效降低物流成本，
助力企业轻装出海，提升竞争力。③9

本报讯（记者 陈辉）9 月 22日，
记者从省工信厅获悉，由工信部委托
中国质量协会组织开展的 2021年全
国质量标杆遴选结果发布，最终认定
64项典型经验为2021年全国质量标
杆，我省今年有 8项入选，是历年来
入选最多的一次，至此全省已拥有全
国质量标杆31家。

河南入选的 8 家全国质量标杆
分别是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聚焦产业链打造数字化赋能零缺陷
P-TQM模式，河南威猛振动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以智能制造实现柔性生
产的实践经验，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基于数字化、
智能化的心连心农业服务大数据平
台的经验，西继迅达电梯有限公司实
施基于云平台（eCloud）电梯安全运
维管理的经验，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实施“离散型智能制造模式”
的经验，河南豫光锌业有限公司实施

“绿色+循环”生产模式下全面质量管

理的实践经验，河南省银丰塑料有限
公司实施基于敏捷制造的绿色经营
实践经验，人民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六化”聚力产业数字化促进高质量
发展的实践经验。

全国质量标杆代表着全国范围内
质量管理的先进水平，具有可借鉴、可
推广的示范效应。以西继迅达电梯有
限公司入选的“基于云平台（eCloud）
电梯安全运维管理的经验”为例，该平
台在线监控电梯 8万余台，通过运用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
电梯远程诊断与预测性维护技术，使
电梯故障率低于业内平均值，实现电
梯安全售后服务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平高电气“聚焦产业链打造数字化赋
能零缺陷 P-TQM 模式”经过近 5年
不断完善及修正，已在企业内部生根
落地，并达成全员共识。在这一模式
指引下，公司产品质量及可靠性得到
极大改善，主要产品性能均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③7

我省首家出境货物木质包装
熏蒸处理标识加施企业获批

河南新增8家全国质量标杆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赵振杰 卢
松 李旭兵 刁良梓）“桐柏英雄地，又出
新英雄。”“起起落落永不言弃，平凡如
泥依然有光！”9月19日，本报一版刊
发长篇人物通讯《新“桐柏英雄”》，一石
激起千层浪，“全国自强模范”、桐柏县
埠江镇付楼村党支部书记李健的感人
事迹在全省引发强烈反响。

“时代楷模”、南阳市镇平县高丘
镇黑虎庙小学校长张玉滚说：“先进
人物报告会上，我多次与李健相遇，
被他身上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
所感动。他不但是农村党支部书记
的典型，更是我们各行各业需要学习
的楷模，只要有他身上这种滚石上山
的精气神儿，就没有成就不了的事
业，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读罢《新“桐柏英雄”》，濮阳市台
前县吴坝镇石桥村党支部书记康秀
东说，李健虽断臂残腿，却自强不息，
由一个农民历练成为受村民拥戴的

“当家人”，靠的是坚强的意志、坚定
的信念，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不懈追求。他的成功带给我们很多
思考与启示，更加坚定了我们村“两
委”团结带领群众加快推进乡村振
兴、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

安阳市殷都区磊口乡党委书记彭
庆楷在深入了解学习李健的事迹后深
有感触地说：“李健同志以实际行动诠
释了初心与使命的深刻内涵，正是许
许多多像李健同志一样的党员筑牢了
我们党的基层战斗堡垒。同为一名基
层的党员干部，我更加明白筑牢理想
信念、牢记为民情怀的重要性。他激
励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不怕吃
苦、不怕困难、甘于奉献。”

“李健身上表现出的身残志坚、
苦干实干、勇于担当的精神，值得所
有基层党员干部学习。”漯河市郾城
区商桥镇镇长张少冰表示，“李健的
感人事迹，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培
养更多像李健这样的农村领头雁，乡
村振兴才有希望。我们将建设乡村
振兴‘领头雁’队伍，充分发挥农村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为乡村振兴
探新路、开新局、谋新篇。”

从线下到线上，李健的事迹更是
感动了无数网友。网友“幸福乡里人”
说：“这样励志的村支书，这样的汉子，
我赞一个。”网友“明天更美好”说：“铁
汉柔情，有干劲儿有温度，我大中原广
大农村需要更多像李健一样的汉子，
带领群众早日实现乡村振兴。”③9

本报长篇通讯《新“桐柏英雄”》全省引热议

滚石上山冲上前 带领群众奔小康

□本报记者 谭勇
本报通讯员 杨其格

“中原百谷首，平舆芝麻王。”今
年夏季，芝麻生长后期雨水相对较
多，但平舆县 30万亩白芝麻仍然丰
收了！

更可喜的是，在平舆县郭楼镇
试验基地，白芝麻不但丰收了，而且
还出现了产量大幅增加的喜人景
象，为全县大面积提高产量提供了
可以复制的范本。

仲秋时节，记者走进了平舆县郭
楼镇白芝麻试验基地。“看，收割的芝

麻秆比人还高，芝麻蒴数
也多。”水谷农业公
司总经理杨红笑

道 。 掰
开 一 个

芝麻蒴，白色的籽粒呈现在眼前，非
常饱满，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杨红对基地的白芝麻倾注了大
量心血。在她看来，这块小小的试
验田，关系到平舆县白芝麻的提质
增效，是平舆县乡村振兴助农致富
的成功探索。

“平舆县有着历史悠久的白芝
麻种植传统，白芝麻是仅次于小麦
的第二大优势农作物，品质优良，色
泽洁白，籽粒饱满，出油率高。”县农
科站站长李峰告诉记者，平舆白芝
麻是原产地域保护产品。

为了让这一特色优势产业高产
高效，平舆县农科站不停地积极探
索。契机出现在去年年底，河南水
投集团与平舆县政府“联姻”，致力
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综合
服务。今年初，河南水投集团又专
门成立了水谷农业公司，作为在平
舆县服务乡村振兴的平台公司，试
验种植玉米、花生、白芝麻，探索乡
村振兴新模式。

同样的品种，不同的地块，这边

的白芝麻长得比人高，旁边的才及
人肩，差别为何如此之大？

“利用 ETS生物科技菌肥进行
土壤改良，是这里白芝麻产量节节
高的‘法宝’。”水谷农业公司董事长
郭磊道出了其中的“秘密”。

通俗地讲，ETS生物技术就是
通过添加复合微生物菌群，增加土
壤的“营养”，并抑制土壤里有害菌
生长繁殖，激活有益菌，形成良好的
微生物环境，快速恢复并长久保持
水体、土壤系统自由的平衡状态，改
善土地的通透能力和养分状况。

因为这种生物技术具有见效
快、成本低等优势，平舆县农科站与
水谷农业公司迅速达成共识：今年
由县农科站统一供种、统一播种、统
一管理，应用ETS生物科技菌肥土
壤改良技术种植了50亩白芝麻。

记者在现场看到，通过按比例
施肥、管理和经过土壤改良的白芝
麻植株平均高度 1.9米，部分可达 2
米多，芝麻结蒴多且稠密，估算单株
平均蒴数 150个左右；使用氮磷钾

复合肥种植的白芝麻平均株高为
1.5 米，单株平均蒴数 100 个左右，
对比非常明显。

“从收割情况看，经过土壤改良
种植的白芝麻亩产有望突破 300
斤。”李峰十分看好这一技术，认为利
用ETS生物科技菌肥改良技术培育
出更加优质的白芝麻品种，前景光明。

“我们利用ETS生物科技菌肥土
壤改良技术试验种植的玉米也丰收
了。”9月21日，郭磊在微信视频通话
中迫不及待地告诉了记者这一喜讯。

通过视频，只见在万冢镇郭寺
村 300亩玉米示范田里，几台大型
玉米收割机在一望无际的玉米地里
忙碌，几十分钟工夫，金灿灿的玉米
就装满一节节车厢，堆成一座座“黄
金塔”，颗粒归仓。

从收割情况看，经村、组
干部测产，亩产平均1300
斤左右，比当地群众种植
的 玉 米 增 产 约
30%。③7

这块地里的芝麻产量“节节高”
行走中原看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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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1日，西峡县丁河镇简村万亩猕猴
桃果园一派丰收景象。⑨4 靳义学 封德 摄

9月 22日，游客在
武陟县嘉应观乡丰收节
会场参观游玩。⑨ 4
王铮 冯小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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