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要闻

郑州机场国际货运航线达到50条

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10000公里

全省铁路营业里程达到7600公里

全省内河航道里程达到2000公里

到2025年我省打造物流业万亿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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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才能胜利，奋斗才会成功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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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晓波

兰考县堌阳镇187家民族乐器生
产企业年产销各种民族乐器 70万台
（把），年产值 15亿元，当年焦裕禄书
记带领人民种下的泡桐树成了农民致
富的“绿色银行”。

一根网线把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
与世界连接在一起，村里 60%以上的
农特产品实现网上销售，年销售额近
1000万元。

清丰县的食用菌、临颍县的辣
椒、郏县的红牛……特色种养业让农
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建设现代化河南，大头重头在“三
农”，潜力和空间也在“三农”。我省大
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高质
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在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上
展现新担当

8月 3日，滑县种粮大户王付强的
500 多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田
里，2米多高的玉米植株长出了天缨，
大豆也正处在盛花期。两个月前，这
块地里的超晚播小麦取得了丰收。

和王付强的小麦一样，我省小麦生
产尽管开局不利，但苗情转化良好，喜
获丰收。全省夏粮总产762.61亿斤，同
比增长0.3%，总产量占全国的1/4强，
夏粮播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第一。

夏粮再获丰收，离不开去年麦播以

来环环相扣的麦田管理措施，也离不开
近年来我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

汤阴县 5万亩高标准农田灾后重
建示范区里，可视农业监测站、农业气
象监测站、土壤墒情监测站和农业植保
监测站让农业生产变得“智慧”起来。
全省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580万亩，
平均每亩耕地提升粮食产能150斤。

粮食要丰收，良种是关键。我省
加快建设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
和神农种业实验室，正式印发《“中原
农谷”建设方案》，主要农作物良种覆
盖率超过 97%，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达到85.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确保
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
任务，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我省落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在确保国家粮食
安全方面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美丽乡村底色更加亮丽

走进兰考县惠安街道何寨村，农
村传统的一家一户的院墙不见了，房
前建起了菜园、游园、果园和花园，空
出来的公共用地规划建设成了一个占
地 900平方米的养老服务中心，家家
户户的小汽车规范停放在公共停车
场，村民出门不远就有公交站。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
水人家绕。”这是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冯芸 马涛）8 月 5
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研究统战、宣
传、生态保护、国企改革等工作。省委
书记楼阳生主持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指出
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
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新时代爱国
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和重要使命，从
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把党中央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奋力谱写我省统一战线事
业新篇章。要增强统战意识，坚持系
统观念，把统战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
展全过程、各方面，结合工作抓，齐心
协力抓，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画
好最大同心圆。要提高能力素质，聚

焦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加强学习培
训，讲求工作艺术，坚守政治底线，不
断提升统战工作水平。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宣传部长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
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作为一项重要
政治任务，深入宣传、准确解读，引导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学深悟透上
下功夫、在弄通做实上见行动，为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浓厚氛围。
要围绕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心策划宣传报道，提升参与度、扩大覆
盖面，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充分展
现我省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的生动实践、现代化河南建设的发展
成就，讲好中原大地的出彩故事。要
强化底线思维，牢牢把握主动权，持续

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进一步唱响
主旋律、汇聚正能量。

会议听取关于我省生态文明建设
情况的汇报，指出全省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主动调结
构、转方式、减排放、治污染，生态文明
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要贯彻落实国家
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部署，立足当
前、着眼长远，把节能、降碳、减污有机
结合起来，优化能源结构，发展绿色能
源，保障能源安全。要加强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治理，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深入开展河湖

“清四乱”行动，让母亲河更健康、更美
丽。要持续推进国土绿化行动，坚持
分类分批、因地制宜，把国土绿化与环
境治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结合起
来，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有机统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
法治保障，运用市场机制，常抓不懈、
久久为功，全面加快绿色低碳转型。

会议研究组建省管企业有关事
宜，指出组建河南农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和河南省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对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建设现代农
业强省具有重要意义。要持续优化战
略布局、推进战略重组，立足全省整合
资源、聚合优势，聚焦主业提升创新能
力、服务能力，加快健全现代企业制
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努力打造一流
农业企业，为中国饭碗装更多优质河
南粮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省知识产权
强省建设纲要（2021—2035 年）等规
范性文件。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③5

□本报记者 李运海

稻 花 香 里 说 丰 年 。 眼
下，正值再生稻收割季，豫南
稻田里，稻穗饱满，一派丰收
景象。

8月5日，在商城县鄢岗镇
曹寨村一块稻田里，两台收割
机穿梭。站在田边看收稻的该
村党支部书记曹启铜说：“因为
种植再生稻，村里粮食产量大
幅度提高，群众种粮收入增加
了，种粮的积极性更高了。”

曹寨村共有耕地 3800
亩，过去一年种植一季水稻，
亩产最多 1400斤，一亩地收
益 500 元左右。2016 年，曹
启铜试种再生稻 100 亩，结
果头季产量达 1260斤，再生
季产量达 700 多斤，每亩地
纯收入超过1000元。

一亩田产量上吨，收益翻
番，曹启铜很兴奋，村民也很
眼热。2017年，曹寨村开始
整村种植再生稻。2017年至
2019年，曹寨村连续三年创
信阳市再生稻亩产纪录，成为
当地著名的再生稻种植村。

今年的产量如何？当天，省水稻
产业技术体系 6位专家齐聚商城，与
市、县水稻专家共同对曹寨村水稻进行
现场测产，结果平均亩产达到1357斤。

“远远超过了预期目标。”省水稻
产业技术体系信阳综合试验站站长、
信阳市农科院副院长刘祥臣研究员
说，在不利于再生稻生长的情况下，
仍然达到这样的产量，充分说明再生
稻巨大的发展潜力。

经过多年的研发和培育，目前信
阳市再生稻种植已经形成了成熟模
式。一是选育出了适合信阳区域种植
的再生稻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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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形成了“早
播种、早插秧、早收割”的种
植模式。播种早晚决定再生
稻是否成功，但什么时候播
种最合适？省水稻产业技术
体系团队专家试验 2 月、3
月、4月、5月等不同的播种时
间，最后摸索出3月初播种、4
月插秧、8月上旬收割头季稻
的种植管理模式。

为什么曹寨村的再生稻
产量高、效益好？刘祥臣说，
就是良种配良法。今年，省
市农业科技部门先后在商城
县实施农业科技引领优势产
业发展试点、“四优四化”粮
食生产提质增效专项等活
动，指导农民科学种田。

再生稻的高效益也催生
了上游育苗和下游稻米加工
等全产业链的发展。曹寨村
今年上马了稻米加工厂，日处
理稻米20吨，并注册了再生稻
大米品牌。曹启铜说：“我们的
再生稻大米虽然价格比普通
大米高，但市场供不应求。”

“如今我省水稻种植面积超过
1000 万亩，再生稻正引领豫南开展
一场水稻革命，并逐步成为水稻种植
的主角。”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专家、省农科院粮作所尹海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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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豫南种植两季水稻时间周期不
够、种植一季普通水稻效益不高，如
今再生稻破解了这一难题。

今年信阳市共种植再生稻 61.5
万亩。头季稻收割后，留在田里的稻
茬将像韭菜一样，长出新的稻苗，孕
育新的丰收。③9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研究统战、宣传、生态保护、国企改革等工作
楼阳生主持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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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深度看十大战略

本报讯（记者 王昺南）河南真实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再传“好声音”。8
月 4日，据香港交易所披露，真实生物
向香港交易所提交上市申请书，中金
公司为其独家保荐人。

真实生物 2012 年成立于平顶山
市，主要从事抗病毒、抗肿瘤、心脑血
管以及肝脏疾病等创新药物的研发。

根据招股说明书，真实生物核心
产品阿兹夫定是一种嘧啶核苷药物，
具有广谱抗病毒活性。阿兹夫定于
2022年 7月获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准
用于治疗普通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成年患者。

作为首款国产抗新冠口服药，阿兹
夫定片8月 2日已正式投产，引起了国
内外广泛关注。

据悉，真实生物此次 IPO 募集资
金用途，既包括公司治疗新冠肺炎核
心产品阿兹夫定的制造及商业化，也

包括用于治疗 HIV（艾滋病病毒）感
染、HFMD（手足口病）及若干类型血
液肿瘤的临床开发等。

目前，我省有 33家企业登陆香港
交易所。未来，真实生物有望成为我省
首家登陆香港交易所的制药企业。

在省社科院相关领域专家赵中
华看来，真实生物赴港上市成功后，
意味着在资本市场中我省生物制药
企业的力量将进一步壮大，有助于确
立真实生物在抗病毒及抗肿瘤药物
研发方面的优势，为成为具有全球竞
争 力 的 生 物 制 药 公 司 奠 定 坚 实 基
础。同时，真实生物将形成示范效
应，有力带动我省生物医药行业借助
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将为我省
由医疗需求大省、中药产地大省向生
物科技大省“弯道超车”“换道领跑”
提供新的动力，助推我省医药产业高
质量发展。③5

真实生物拟赴港上市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8月 4日，
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该
厅日前印发了《河南省城市智慧停车
建 设 指 南（试 行）》（以 下 简 称《指
南》）。据悉，这是我省首次印发城市
智慧停车建设指南。

据介绍，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
迅速增加，停车资源严重不足，停车难
问题凸显，而传统停车管理手段容易
形成“信息孤岛”。城市智慧停车建设
是提高停车资源管理水平，提升利用
效率，缓解城市停车难题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我省各地积极推进城市
智慧停车建设，但仍存在配套政策机
制不完善、数据和技术标准不统一、部
分项目建设进度滞后等问题。为规范
指导全省城市智慧停车建设，改善城
市停车环境，省住建厅组织编制了《指
南》，这对于推动全省智慧停车建设健
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指南》提出了我省智慧停车建设
目标：到 2025年，省、市、县基本建成
互联互通的城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
信息技术与停车管理服务深度融合，
实现停车服务便捷化、运营管理精细
化、行业监管规范化、分析决策科学
化、停车数据共享化，促进停车资源高
效利用，城市停车规范有序，社会共治
局面基本形成。

智慧停车建设确定了“政府主导、
统筹规划，融合集约、建管并重，技术先
进、讲求实效，开放共享、安全可控”的
原则。《指南》从省级智慧停车管理平台
建设、城市智慧停车总体构架、城市智
慧停车管理平台功能、数据支撑要求、
基础设施支撑要求、安全保障等方面制
定了智慧停车建设技术标准。配套体
制机制从建设组织体系、智慧停车政策
机制、智慧停车投资运营和智慧停车项
目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③5

河南首次发布城市智慧停车建设指南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 通讯员 王
星）记者8月 5日获悉，省自然资源厅、
省发展改革委等 13个部门近日联合
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新建商品房“交房
即交证”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决定自2023年 1月 1日起，我省
全面实施城镇规划范围内新取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预售商品房项目

“交房即交证”。
《意见》提出，积极构建政府主导、

部门监管和企业主责、购房人配合的
责任体系，严格按照商品房预售、竣工
验收、交房交证 3个阶段实施。在完
成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 60个工作日
内，由房地产开发企业组织交房，交房
前 20个工作日内完成首次登记，不动
产登记机构依申请在 1个工作日内为
购房人办理转移登记。

《意见》要求，一要优化审批服务流
程，推进不动产登记、税费征缴、房屋交

易“一窗受理、并行办理”；构建信息共
享、联合审批机制，推动水、电、气、热等
相关公共服务开户业务联动办理。二
要深化信息共享应用，推进工程建设项
目、土地出让合同、预售许可、房屋交易
合同、完税凭证等与不动产单元代码

“一码关联”。三要建立服务项目清单
通报制度，依据清单指导房地产开发企
业办理有关手续。四要完善信用监管
机制。构建跨部门、跨领域的“一处失
信、处处受限”联合惩戒机制，将房地产
开发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合同义务履行
等情况纳入房地产市场监管和诚信管
理范围，统一录入省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建立不诚信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限制
清单。五要加强全过程监管。按照“谁
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加
强对建设用地、商品房预售、房屋交易
等工作的监管，依法严厉打击房地产
市场领域违法违规行为。③5

明年我省推行
新建商品房“交房即交证”

缓解停车难

团 结 奋 斗 是 党 领 导 人 民 创 造 历 史 伟 业 的 必 由 之
路。我们靠团结奋斗创造了辉煌历史，还要靠团结奋斗
开辟美好未来。

盛夏时节，正阳县熊寨镇王大塘村的村民正进行花生田间管理。近日，该
县的170万亩花生进入中期管理时期，当地农民抢抓农时进行劳作，田间地头
一派繁忙景象。⑨4 高万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