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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樊霞 成利军）“俺
村今年争取到近 80亩洋葱制种，一亩
地收入比白菜制种要高不少。”11 月
12日，济源大峪镇东沟村村民周和平
喜滋滋地说。

周和平经营了白菜、甘蓝和洋葱
制种，一年光蔬菜制种差不多能挣 8
万元，“我这不算啥，村里‘高手’一亩
地收入就有一两万块”。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要培育
种业龙头企业，打造现代种业强省，在
打好种业翻身仗中展现河南担当。

济源80%的地域都是山地、丘陵，
“簸箕状、栲栳圈”的地形和山区“地无
三尺平”的农业“劣势”，却是发展制种
业的先天优势。像周和平一样，示范
区大约有 1.5 万人在这些沟沟坎坎中
经营蔬菜制种。俗话说“春种秋收”，

济源却硬生生改了这句“俚语”：大力
发展制种业，一年三季有花开，四季有
播种有收获，小种子成就了大产业。

“济源是全国最大的十字花科蔬
菜制种基地、全国最大的洋葱杂交种
子产业化生产基地和冬凌草种植基
地，也是全国第一批区域性蔬菜良种
繁育基地。”济源示范区管委会委员、
副市长侯波说，“全国每三棵大白菜，
就有一棵的种子来自济源。”

济源高度重视制种产业发展，健全
发展机制，加强政策引导，坚持把种业
作为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制
定发展奖补政策，出台一系列扶持制种
等产业发展的措施；提升创新能力，借

“智”发展；注重产业融合，培育产业集
群，创新带动模式，蔬菜制种产业全部
实施订单生产销售。（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方化祎 李昊 通讯
员 夏振华 胡新生）“我们研发制造的
合金材料新产品，与世界一流标准相
比，一体化抗疲劳性能提升 300%，高
强度铝合金材料的抗拉强度超过了
810 兆帕……”11 月 15 日，在西华县
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南厚德电力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孟胜利向记者介
绍。

这是西华县培育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通过技术创新、产品试验和项目实践，
该企业相继获得专利 81项，2项技术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建设了省级综合
管线支撑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被
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近年来，西华县树牢新发展理念，
聚焦“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产

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六大主攻方
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提升
创新资源集聚能力和创新成果转化能
力。全县谋划引进了无人机产业园、
双创孵化园等重点项目 331 个；中爽
铝业、耕德电子等创新型龙头企业达
9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至 120
多家，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迈入全省第
一方阵。

今年 8月新引进的苹果手机组件
生产线，目前已安装好1500台数控机
床实现量产；首次开行农民工高铁专
列，将2400多名新招工人送至杭州培
训；总投资 16.5 亿元的 1亿只肉鸡产
业化项目，70天内1954亩养殖用地流
转到位，300亩熟食加工用地9天完成
批复……

（下转第四版）

发展制种 助力产业振兴
创新驱动 激发企业活力

济源

西华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11 月 15
日，河南省豫商联合会第三届会员大
会以视频形式举行，选举产生新一届
理事会会长和领导班子。省政协主席
刘伟在郑州主会场出席并讲话。

会议听取省豫商联合会第二届理
事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有关文件，选
举出第三届理事会会长、常务副会长、
副会长、秘书长。省政协原副主席钱
国玉当选第三届理事会会长。

刘伟在讲话中代表河南省政协，
向省豫商联合会第二届理事会成员
表示感谢，向新当选的第三届理事会
成员表示祝贺。他说，省豫商联合会
成立以来，积极服务各地豫商，推动
交流合作，举办的豫商大会、“5+2”经
济合作系列活动达成总计 8240.62亿
元的投资项目。省豫商联合会推动
全国各地成立 251 家豫商商会组织，
为凝聚豫商力量、发展豫商企业、支
持河南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
丰硕成果。今年 7月郑州等地遭遇洪
涝灾害后，各地豫商积极捐款捐物、

支援家乡，和家乡人民风雨同舟、共
渡难关，展现了大爱情怀和责任担
当。

刘伟强调，省豫商联合会和各地
豫商组织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
为指引，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
托，认真落实党的领导，严格遵守法
律法规和豫商联合会章程，增强主动
服务意识，支持豫商企业做大做强。
希望广大豫商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抓住战略
机遇，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新做精，
共同努力建设现代化河南。省政协
将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省
豫商联合会和豫商企业发展解决实
际困难、创造良好环境，助力豫商企
业高质量发展。

钱国玉就做好省豫商联合会工作
提出要求。省政协原副主席、省豫商
联合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陈义初出席
会议。省政协秘书长汪中山主持会
议。③5

河南省豫商联合会
第三届会员大会举行
刘伟出席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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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初心使命的政治宣言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诞生记

□本报记者 陈辉

11 月 16 日，虞城县利民镇的
一块田地里，乡亲们正忙着采收荠
菜。“最近荠菜涨到了两块五一斤，
价格比去年翻了一倍，货源还很抢
手。”虞城县绿环速冻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范存鹿说，小小的荠菜如今
成了当地的大产业，全县种植面积
超过10万亩，是全国最大的荠菜生
产加工基地。

范存鹿说，这一切得益于三全
食品“荠菜饺子”的功劳。在三全食
品的带动下，虞城荠菜形成种植、加
工、仓储、销售、物流等完整的产业
链，年产值达17亿元。

“我们前些年开发的荠菜水饺
特别受欢迎，在考察选择荠菜供应
商时，发现虞城县利民镇有种植传
统，就有意识地在当地选择帮扶对
象培养成合格供应商。”三全食品公
司食品安全与质量管理中心总监谷
贵浩介绍，在绿环食品公司的示范
带动下，虞城县农民把过去的小麦、

玉米一年两种两收，改为小麦、甜玉
米、荠菜一年三种三收，每亩地增收
3000多元。

“三全食品所用的原料几乎全
部来自农副产品，有几百个品类，年
需求量约40万吨，给农民提供了很
多依靠土地增收的机会。”三全食品
董事长陈南说，目前公司仅在河南
就已建成优质小麦种植基地、香菇
种植基地、荠菜种植基地、花生种植
基地、糯米粉加工基地等十多个原
料基地，以每年几十亿元的采购额
带动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在三全食品带动上下游产业链
共同发展的过程中，潢川县的糯米粉
加工产业就搭上了飞速发展的列车。

“糯米粉是汤圆的主要原材料，
我们最早使用的糯米粉主要来自泰
国，价格高，供货也不及时。”三全食
品采购总监姚朝许说，后来公司看中
了潢川县作为优质糯稻产区的潜力，
决定在潢川选择企业进行帮扶培育。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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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报告

提出，要加快建设现代产业

体系，深入实施产业链链长

和产业联盟会长“双长制”，

大力补链强链延链，培育

“链主”、形成生态。

“链主”作为一个产业

内的龙头企业，集聚了高

端生产要素，可以起到持

续带动中小企业不断创新

发展、驱动整个产业转型

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作用。

本报即日起推出“走

进中原‘链主’”系列报道，

看“链主”企业如何发挥影

响力，带动上下游企业共赢

发展。同时，也寄望河南龙

头企业进一步发挥引领作

用，提高产业链本地配套

率，培育良好产业生态，构

筑发展新优势。③6

编者按

重大历史关头的历史性战略性决策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将全面总结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作为全会的鲜明主题

充分发扬民主 凝聚全党智慧

决议起草工作始终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领导下进行，以优良的作风和精益求精的态度高质量起草
好一份严谨科学，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好决议

把握历史主动的伟大宣言

决议融汇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铸就世纪伟业
的壮阔史诗，揭示百年辉煌的深远影响和创造奇迹的核
心密码

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胜利

全面贯彻落实决议精神，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
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不懈奋斗

速冻食品链串起了河南优质农产品
——走进中原“链主”系列报道之一

给 年
河南加个前缀

“一枝黄花”
敲响生态警钟

2026

06~07│特刊

□李淑丽 钟敏

从医院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
层党组织”和“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集体”，到医院感染病区党支部被
河南省委授予“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表
现突出的基层党组织”荣誉，再到感染
病区党支部和门诊党支部被商丘市委
授予“先进党支部”，商丘市立医院为
900多万商丘市民交上了一份优秀的
答卷。

究竟是什么让商丘市立医院在危
难时刻挺身而出，获得了如此优异的
成绩？又是什么如此迅速地凝聚了商
丘市立医院的合力？“就是凝心聚力抓
党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代表商丘市立医院党委书
记郭伟说。

心中有责：战“疫”一线筑牢
“红色堡垒”

数字最枯燥，却是最有说服力的
佐证。

2020年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1天
时间，商丘市立医院完成了10个普通病
区、1个重症监护病区、2个负压病房的
资源整合，另外储备了424张床位，始终
保持150余名医务人员坚守一线。先后
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91人，治愈出院
率96.7%，医护人员零感染。

2021 年 8月，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反扑，商丘市立医院圆满完成了商
丘市委市政府下达的疫情防控任务，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河南省疫情防控工作第八督导组
对商丘市确诊病例救治工作给予了充
分肯定。

提起这些闪光数字背后的付出，
郭伟说：“在这些最美逆行者中，有医
院中坚骨干力量的 70后，也有刚入职

的 90 后和 00 后，因为身边榜样的力
量，他们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在战

‘疫’一线筑牢‘红色堡垒’，使鲜艳的
党旗增色不少。”

打开商丘市立医院庚子年初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请战书》档案，他们中
主动请缨的是党员，冲锋在一线的是
党员，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党员的
初心和使命；他们用实际行动书写了
医者本色；他们用实际行动感召更多
的人向党组织靠拢。

这得益于，近几年，商丘市立医院
党委“入心”“走心”“走实”的思想建
设，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教育、激励党员，为思想“补钙”，给行
动“加油”。

一场疫情防控战“疫”，彰显了商

丘市立医院党委的忠诚与担当；诠释
了最美逆行者的大爱情怀；书写了感
人至深的医患情怀，让鲜红的党旗在
疫情救治一线高高飘扬。

心中有民：筑牢疫情救治“防御墙”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医疗战线成为抗疫的主战场。在商丘
市，于 2006年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而成立，经过15年发展，已实现了从
专科医院到三级综合医院华丽转身的
商丘市立医院承担起了此项重任。

为保证确诊患者得到医疗救治，提
高治愈率，商丘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四集
中原则，即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医
疗、集中救治，将所有患者集中至商丘市
立医院治疗。

面对这项艰巨的任务，如何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人民医院为人民，我们紧紧围
绕‘提高治愈率，院内零感染’这一核
心目标，流程细化，责任到人，对全院
防控及救治工作进行全面部署。”真
抓实干、干就干好的商丘市立医院领
导班子，在商丘市委、市政府和商丘
市卫健委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疫情救
治主战场作用，全力以赴做好新冠肺
炎确诊患者救治工作。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商丘市立医院共收治新冠肺
炎确诊患者 91 人，88 位患者治愈出
院，治愈率为 96.7%，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随后，医院实现了住院确诊患者

“清零”的目标，取得了医务人员零感
染的好成绩。

在疫情防控期间，商丘市立医院
广大医务人员放弃节假日，不讲条件、
不讲报酬地走进发热门诊、预检分诊、
隔离病房。临床一线医生，演绎了“最
美逆行者”“最美口罩勒痕”“最美临时
妈妈”“战‘疫’中的别样元宵节”等一
个个感人故事。

医技人员在疫情面前不退缩，心
中牢记“我是一名白衣战士，我必须挺
身而出”，把实验室、操作间当成“战
场”，与疫情争分夺秒，第一时间出具
检查结果，为临床一线提供诊断依据。

外勤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党员和
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同样在行动，他们
服从工作大局、服从统一安排，为抗疫
一线人员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助力疫
情防控与救治工作。

马不解鞍连续战，又披戎装起征
程。新一轮疫情防控的号角已吹响，商
丘市立医院整装待命，随时准备为守护
商丘市900多万人民而战斗，为商丘市
民筑起一道坚实的疫情救治“防御墙”，
为中原更加出彩贡献自己的力量。

党建引领 为市民筑牢疫情救治“防御墙”
——商丘市立医院疫情防控工作纪实

本报讯（记者 归欣）11月 17日，省长王凯
主持召开审计工作专题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按照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部署，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工
作，强化能力建设，以扎实有效的审计工作为实
现“两个确保”奋斗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在听取省审计厅工作汇报和工作建议后，
王凯指出，审计是国家财产的看护人、经济安全
的守护者，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近年来，全省
审计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做了大量富有成
效的工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审计力
量。下一步要突出审计机关的政治属性，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审计职能，做到党中
央重大政策措施部署到哪里、国家利益延伸到
哪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推进到哪里、公共资
金运用到哪里、公共权力行使到哪里，审计监督
就跟进到哪里，以实际行动、工作实效体现“两
个维护”。

王凯指出，要突出问题导向，坚持凡审必
严，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做到抓重点与全覆
盖相统一，推动大数据审计和现场审计相统
一、“查病治病”与“防范未病”相统一，努力实
现问题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坚决查处损
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问题，切实维护法律法
规的权威。

王凯强调，要突出工作重点，聚焦发展，加
大对省委省政府部署的重大战略重大举措重大
项目重大资金落实落地情况的审计力度，促进
高质量发展；聚焦安全，加大对经济社会运行中
各类风险揭示力度，促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聚
焦改革，加大对重大改革任务和重要改革举措
落实的审计力度，促进全面深化改革；聚焦民
生，加大对全生命周期民生建设的审计力度，促
进民生福祉改善；聚焦法治，加大对公权力运行
的制约和监督力度，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孙守刚参加座谈。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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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麦”支招
小麦冬前管理

●大国重器背后的河南人

一“缆”在手
苍 穹 无 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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