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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世界相交 与时代相通 在可持
续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行——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
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本报讯（记者 刘晓波）10月 27日，第
四届河南（郑州）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在郑
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本次博览会聚焦现代农业主题，共分
为数字农业、优质农产品及餐饮食材、优质
道地中药材和农业综合展区四大展区，既
展示了全省数字乡村示范县建设成果和农
业物联网、智能灌溉最新设备，又推介了信
阳毛尖、兰考蜜瓜、伊川小米、灵宝苹果、汝

阳红薯等各地明星“国潮”农产品，吸引了
来自全国近500家参展商参展。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博览会为脱贫县
设置了脱贫攻坚成果展区，来自我省81个
县（市、区）的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

展会还将举办 2021首届大河农业品
牌高峰论坛、第二届河南省中药材产业创
新发展高峰论坛、“数字新蓝海”企业资源
对接会、记者直播带你逛农展、“大河杯·

好大厨鉴好食材”颁奖典礼、河南农产品
优选直播大会暨“大河甄选”上线发布会、
出彩新农人——我为农博会代言等精彩
活动。

据了解，本次博览会由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共同主办，
省供销合作总社、省农科院、省乡村振兴局
支持，大河报社（大河传媒有限公司）、郑州
汇卓展览策划有限公司承办。③7

□本报记者 刘晓波

千年梦想，百年奋斗，一朝梦
圆。在脱贫攻坚伟大征程上，我省
与全国一道同步实现全面小康，一
幅产业旺、百姓富、乡村美的壮美画
卷正在中原大地渐次铺展。

动态监测帮扶防止返
贫致贫

走进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
“一院一景，景满全村”。幸福路上，
春光油坊里，传统古法工艺酿出的香
油香气四溢；西瓜酱工厂店里，来参
观的游客临走总会带上一瓶西瓜酱；
花生酥进直播间成了“网红”小吃。

过 去 的 张 庄 村 可 不 是 这 个 样
子，地处九曲黄河最后一道湾，这里
曾是兰考县最大的风口。有民谚为
证：“冬春风沙狂，夏秋水汪汪，一年
辛苦半年糠，扶老携幼去逃荒。”

2017年，张庄村与兰考县一道，
在全省率先脱贫。以兰考为圆心，
河南决战决胜脱贫攻坚，718.6 万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53 个贫
困县全部摘帽，9536 个贫困村全部

出列，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
“要坚持把防止返贫动态监测

帮扶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
基础工作和首要任务，大力推进脱
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稳定增收。”省乡

村振兴局局长郭奎立表示。
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突发变故导致的严重困难户等“三类
户”，我省持续把好识别关，特别是灾情
发生后，对因灾导致房屋倒塌或严重损
毁且是唯一住房的农户、饮水安全出现
问题的农户、农作物绝收面积较大收入
骤减的农户、有劳动力的整户低保户

“四类户”进行数据比对，确保符合监测
对象条件的农户应纳尽纳、一人不漏。

目前，全省累计识别认定监测
对象 136400 户 429848 人，全省监
测对象已消除返贫致贫风险 87452
户 276516人，人数占比 64.32%。

精准识别更要精准帮扶。全省
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4602 个，新增小
额信贷 29.27 亿元，惠及脱贫户 8.07
万户；新增精准扶贫企业贷款 41.57
亿元，支持帮带企业 690 个，帮扶脱
贫户 7.48万户。

消费扶贫助力群众持
续增收

中秋国庆“双节”前夕，在省直
单位工作的赵君领到了一张工会消
费扶贫提货卡，手机扫描卡上的二

维码，进入大别山扶贫农产品展销
中心乡村振兴专区，各地优质特色
农产品尽在掌中。

“每件产品都清楚地标注着帮扶
的村庄和脱贫人口的数量。”赵君说。

面对汛情、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省乡村振兴局牵头印发了《关于
开展“互联网+ 抗灾情战疫情促销
售助消费”活动的通知》，帮助受灾地
区和脱贫地区解决农产品滞销卖难
问题。采取各级各部门统一组织推
动、网上“点对点”精准对接的方式，
广泛动员机关、医院、高校和农批、商
超等单位（企业）采购滞销农产品，帮
助受灾群众和脱贫群众持续增收。

我省持续加大消费帮扶力度，
推进帮扶产品进市场、进商超、进学
校、进社区、进机关。截至 8 月底，
今年新增扶贫产品 187 个，消费扶
贫销售总额 427亿元。

“实践证明，消费扶贫既可以满
足消费者对优质安全特色农产品的
需求，又能帮助解决农产品物美价
廉无人识的难题，帮助脱贫群众持
续增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有力支
撑。”郭奎立说。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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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运海

霜降过后，我省沿黄稻区一片繁忙，水
稻开始收割了。而在我省水稻主产区信
阳，大部分水稻已收割完毕，再生稻刚进入
收割期。

今年种水稻收益咋样？很多水稻种植
户心中美滋滋的，因为今年的水稻产量高、
收益好。

农业要丰产，良种良法是关键，科技对
水稻丰收起着重要作用。

水稻丰收在望

10月 24日，武陟县乔庙镇马宣寨村，
收割机在快速地割稻。河南菡香生态农业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福军说：“今年虽然遭
到严重水灾，水稻与去年相比减产，但亩产
仍然超过1000斤。”

王福军今年 68 岁，是当地有名的农
业“老把式”，菡香合作社今年种植水稻
4000 多亩，还带动周围农民种植 10 万
亩。他自己建有大米加工厂和米醋厂，因
此年年都收购附近种植户的稻谷。他说：

“今年将以每斤高出市场价 3分钱的价格
收购稻谷。自己挣钱的同时，希望大家也
都致富。”

高兴的不单是王福军，还有很多“旱改
水”的种植户。

南阳市宛城区官庄镇的王清正、王磊
流转 4000亩土地，开始种植的是玉米，后
来他们对土地进行整治改造、修建水利设
施，改旱地为水田，引鸭河口水库的水改种
水稻，今年的亩产超过 1200斤。王磊说：

“改种水稻改对了，今年虽然受灾，仍获得
丰收。”

再生稻实现“吨粮梦”

对豫南来说，种植水稻最大的难题是
受气候等因素影响，一年只能种一季，产量
有限，收益不高。而今，再生稻让水稻种植
户实现“吨粮梦”。

商城县鄢岗镇曹寨村共有耕地 3800
亩，过去一年种植一季水稻，亩产最多
1400多斤，一亩地的收益在 500元左右。
2016年，村里试种再生稻 100亩，结果头
茬亩产达 1260 斤，第二茬亩产达 700 多
斤，每亩纯收入超过1000元。

村党支部书记曹启铜说：“种植再生稻，
实现‘吨粮梦’，群众种粮的收入大幅度提
高，种粮积极性也高涨。”

信阳市和商城县都对种植再生稻给予
补贴等政策支持，曹寨村从2017年起整村
种植再生稻，并创下信阳市再生稻头茬亩
产量超过1600斤的纪录。

“目前，信阳市种植再生稻超过 40万
亩。”信阳市农科院副院长、省水稻产业技
术体系信阳综合试验站站长刘祥臣说，农
民需要高产提高粮食种植效益，国家需要
高产确保粮食安全，但过去豫南一年种植
一季普通水稻效益不高，种植两季水稻时

间周期又不够，如今种植再生稻破解了这
一难题。

良种良法助水稻高产

10月 24日，在原阳县原武镇东娄庄村
的一块稻田里，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
家、省农科院粮作所研究员尹海庆正在掐穗
选种。他介绍，“这块稻田种的是省农科院
培育的新品种水晶三号，种子去年随载人航
天飞船上过太空，是‘太空稻’。”

种子上了太空后有变化吗？尹海庆
说，有两个变化，一是早熟了，生育期缩短；
二是抗倒伏，“选种就选茎秆短的，更抗倒
伏，易实现稳产高产。”

水稻要高产，良种良法是关键。与小
麦、玉米相比，我省培育的水稻品种偏少，
种植的大多是外省品种。但是，选出这些
适合我省种植的外省品种，其中凝聚着我
省农业专家的心血和汗水。

再生稻能够在信阳推广，得益于找到
了合适的品种和种植模式的突破。省市两
级农科院在信阳稻区试种了 100 多个品
种，最终选出4个优质品种推荐给种植户。

正因为科技的突破，我省水稻种植升
温，不少种植大户表示要种水稻。

目前，我省水稻种植面积已超过1000
万亩，明年种植面积继续扩大是趋势。尹
海庆表示，实现粮食丰产，种子是基础，要
在加快新品种研发的同时，研究推广适合
我省的栽培种植模式，在有条件的地方推
广种植水稻，让农民通过种植水稻获得越
来越高的收益。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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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任娜）10月 27日，新乡拓新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成功上市。至此，新乡市A股上
市企业已达4家。

据介绍，此次拓新药业 IPO拟公开
发行不超过 3150 万股，发行价 19.11
元/股，计划募资3.95亿元，超募2.07亿
元，总募资 6.02亿元；募资主要用于核
苷系列特色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项目
和拓新医药研究院建设。截至当天中
午 12点，拓新药业股价最高达到 34.01
元/股，市值最高达到42.85亿元。

资料显示，拓新药业成立于 2001
年 8月，注册地位于新乡高新区，是一
家集生物发酵与化学合成核苷系列医

药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国内研发核苷（酸）类系
列等原料药医药产品最早、规模最大、
品种最全，拥有从基础到高端完整的产
品链，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
先水平。

近年来，新乡市通过精准化政策激
励、优质化企业服务、差异化梯队培育、
多元化宣传引导，企业上市工作持续取
得突破。截至目前，新乡市共有上市公
司6家，其中A股上市企业4家，港股上
市企业2家；过会待发企业1家，在审企
业2家，河南证监局在辅导企业2家；新
三板挂牌企业 25家，中原股权交易中
心挂牌企业 668家；省定重点上市后备
企业25家。③5

豫企拓新药业上市

深耕原料药 登陆创业板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时代答卷

千帆竞发势如虹
——习近平总书记谋划推动东部率

先发展谱写新篇章

（上接第一版）维护两国和地区安全稳
定。中方支持乌方履行上海合作组织
轮值主席国职责，愿同其他成员国一道
弘扬“上海精神”，全面提升各领域合作
水平，推动上合组织在新起点上实现更
大发展。

米尔济约耶夫表示，感谢习近平
主席在我胜选后第一时间发来贺信并
对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建设事业表达信
心，这对我和全体乌兹别克斯坦人民
是莫大的鼓舞。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之际，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
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高
度赞赏、坚定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和全球发展倡
议，愿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
感谢中方为乌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
供无私帮助。乌方坚定支持中方在核
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反对将新冠病
毒溯源政治化。我完全赞同习近平主
席对发展乌中关系的意见。乌方愿同
中方加强经贸、减贫、互联互通等领域
务实合作，深化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乌方将积极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全力支持中方举办北京
冬奥会，期待同中方共襄盛举。作为
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乌方愿同
中方紧密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取得新
发展。

双方还就阿富汗问题交换了意见。
新华社北京 10月 27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0月 27日同赤道几内亚总统
奥比昂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同赤道
几内亚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政治互信
牢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方高度赞

赏赤道几内亚在涉台、涉港、涉疆、人权
等问题上给予中方有力支持，将一如既
往坚定支持赤道几内亚维护国家主权、
自主探索本国发展道路，推动两国各领
域友好合作结出更丰硕成果，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中方将继续为赤道几内亚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疫苗援助，深化
两国医疗卫生合作，拓展“一带一路”框
架内各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赤道
几内亚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
支持。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非要继续加强
团结，密切协作，相互支持，捍卫国际公
平正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
方欢迎赤道几内亚加入全球发展倡议，
愿同赤道几内亚等非洲国家一道努力，
促进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共
同发展。中方愿同非方一道，开好中非
合作论坛新一届会议，规划好未来中非
合作，共创中非关系新局面。

奥比昂表示，衷心祝贺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
周年。今年也是中国首批援赤几医疗
队派遣 50周年，中国医疗队为提高赤
几医疗水平、保护人民健康作出了重要
贡献，赤几政府和人民衷心感谢、铭记
在心。赤道几内亚一直视中国为最重
要的战略伙伴，衷心感谢中方提供新冠
肺炎疫苗等宝贵援助，将继续坚定恪守
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在核心利
益问题上的立场，坚定维护多边主义。
赤几支持并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
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愿同中方一道，密
切双边各领域合作以及在非中合作论
坛框架下的合作。

习近平分别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和赤道几内亚总统通电话

（详见河南日报客户端）

（上接第一版）
按照要求，济源村（社区）党员“联

户”全覆盖，机关及事业单位党员“联
人”全覆盖，片区、镇、街道机关党员“联
企（商户）”全覆盖，企业党员“联班组”
全覆盖。一个联系服务 72万多人的全
覆盖体系在 1931平方公里的济源全域
快速构建成型。

“在‘党员联户’制度的基础上，我
们建立起‘吹哨响应’、集中攻关等八项
机制，推动全区所有党员与22.4万户群
众、3.4 万工商户和企业班组全部结对
认亲，为每名联户党员分好一块为人民
服务的‘责任田’。”济源示范区党工委
组织部部长罗福迎说。

“责任田”里责任大，各种解民情办

实事的创新形式应运而生。“走亲连心
日”里党员干部定期入户走访群众；“小
板凳议大事”随时解决群众反映的民生
问题；“天坛夜话”聊的是家长里短，解
的是居民烦心事……

如今，走在济源的大街小巷，一块
块鲜红的党员联户牌引人注目，“有事
找党员”的观念正深入人心。自实施

“党群连心工程”以来，济源全区 4.6万
余名党员亮出身份、扑下身子，进百家
门、知百家情，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
问题上持续发力。截至目前，济源党员
累计宣传政策法规 65万余人次，帮助
群众解决问题 8300个，化解各类矛盾
纠纷 700多起，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满意度大幅提升。③9

精耕为民服务“责任田”

全省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4602个

新增小额信贷

29.27亿元

惠及脱贫户

8.07万户

新增精准扶贫企业贷款

41.57亿元

支持帮带企业 690个
帮扶脱贫户 7.48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