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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2 综合新闻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

员孙耀富）8月30日上午，由漯

河市人民政府主办、双汇集团协

办的漯河市2013年“质量月”活

动启动仪式，在双汇第一工业园

隆重举行。漯河市委副书记、市

长曹存正，副市长蒋志安、双汇

发展总裁张太喜及市质监、监察

等18家市直部门负责人出席了

启动仪式，市质监局全体干部职

工及漯河市200多家规模以上

企业负责人参加仪式。

曹存正说，质监工作是企

业的生命，关系着群众生产生

活和社会稳定，为了动员全社

会关心、支持和参与质量工作，

努力营造政府重视质量、企业

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的良

好氛围，漯河隆重举行全市

2013年“质量月”活动。在此次

活动中，要发挥企业在“质量

月”活动中的主体作用，提高企

业质量竞争力，提升漯河市质

量总体水平，推动全市经济又

好又快发展。

双汇发展总裁张太喜代表

企业，在启动仪式上发言时说，

2013年“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

标志着漯河市“打造经济升级

版 实现质量强国梦”质量主题

活动的全面展开。多年来，双

汇一直秉承“产品质量无小事，

食品安全大如天”的质量理念，

围绕“消费者的安全与健康高

于一切，双汇品牌形象和信誉

高于一切”的质量方针，始终把

质量控制放在企业管理的第一

位，围绕产品抓质量，围绕品牌

树形象，做出了一个广大消费

者首选的肉类品牌，做成了一

个中国最大、世界领先的肉类

供应商，为行业发展和地方经

济作出了贡献。

张太喜表示，双汇作为全

市的龙头企业，将根据“质量

月”活动实施方案的总体要求，

进一步加大质量诚信体系建

设，落实“诚信立企，德行天下”

的企业文化，强化全员质量意

识和诚信意识，提升双汇产品

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双汇由国

内企业向国际化大公司转变，

为全市经济发展和质量建设作

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彭鹏）9月

1日，海峡两岸周易学术论坛暨第24届周

易与现代化国际讨论会在汤阴县羑里城

门前广场上开幕，500余名来自海峡两岸

的易学专家、学者与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开

幕式。

据了解，周易与现代化国际讨论会自

1989年以来，每年都会在安阳定期召开，今

年已经是第24届。20多年来，论坛已经逐

步发展为国际周易文化的学术盛会，海峡

两岸交流合作的桥梁，世界各地易学家以

文会友的平台。

此次会议经国务院台办批准，被列为

国务院台办今年重点文化交流项目。会议

为期3天，主题是“弘扬周易文化，推动和谐

发展”。会议期间将举行周易书画笔会、海

峡两岸周易学术论坛等一系列活动。与会

代表将围绕周易与现代化等议题展开讨

论，共同研讨易理，弘扬周易文化。

本报讯（记者杨青通讯员张栋）我省商

标注册数量入围全国十强。8月31日，记

者从省工商局获悉，截至7月底，我省注册

商标总量达17.5万件，在全国的位次由第

11位升至第8位。

据了解，商标数量快速增长，截至7月

底，我省注册商标总量达17.5万件，在全

国的位次由第 11 位上升到第 8 位，较

2008年底的5.8万件增长2倍。其中中国

地理标志达到32件，较2008年年底的7

件增加了3倍多，在全国的位次由第24位

上升到第19位。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通讯员廖毅）日

前，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审判人

员来到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公

司对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进行了巡回审

理，当场化解了纠纷，当事双方均表满意。

2012年5月9日18时许，被告黄某驾

驶轿车与原告伍国友驾驶的摩托车相撞，

造成原告伍国友受伤。经司法鉴定，原告

伍国友构成十级伤残。伍国友诉至法院请

求依法判令被告黄某、某保险公司共同赔

偿医疗费等各项损失118888元。

在了解到原告伍国友的家境十分困

难，且有残疾兄弟需要其照顾这一情况

后，法官经过与被告黄某及保险公司的多

次沟通，于2013年8月20日进行了巡回审

理。最终当庭达成了调解意见，被告愿赔

偿原告损失及支付其各项医疗费用共计

95489元，并当庭赔付原告43000元，余款

在调解书生效后20日内履行。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晏乾坤）连

日来，潢川县踅孜镇张湾村高中生刘韩奇奋

力托起落水伙伴，而他自己却沉入河底的义

举深深感动着社会各界人士，刘韩奇被人们

誉为“潢川最美高中生”和见义勇为小英雄。

河滩洗澡 突发变故

8月14日下午4时许，因家中停电，炎热

无比，放假在家的潢川县第一高级中学学生刘

韩奇与同村伙伴时大杰、时玉林及其家长时礼

新等人相约前往距离村子不远的淮河张湾电

灌站游泳。会水性的人在电灌站的下游深水

区游泳，刘韩奇不会游泳就在电灌站的上游浅

水区趟水解暑。忽然间，时大杰一不小心踩在

了水底的青苔上，脚下一打滑，身体猛地倒向

了深水区的漩涡中，便大声呼救。

为救伙伴 奋不顾身

刘韩奇见状，连忙向水中挣扎的时大杰

冲去，用力往岸上拉时大杰，时大杰随之向岸

边靠近了一些。看到在水中拼命挣扎的两名

伙伴，时玉林一边冲着不远处游泳的人们大

声呼救，一边也冲进深水区中进行营救。水

性较好的时礼新这时也疾速地游了上来，他

赶紧一手抓住身边其中一个人的手，一手抓

住另一个人的头发，顺水往下游，在闻讯赶来

的另外三人的帮助下才把两人救上岸。这时

人们才发现刘韩奇不见了，当他们正准备转

身再去救刘韩奇时，水面上已经不见刘韩奇

的踪影。

救人义举 感动村民

刘韩奇为救伙伴而溺水的消息，迅速传遍

了淮河滩区的村寨。人们迅速赶到了出事地

点，加入到搜救英雄的大军当中。当地的公

安、消防人员也相继赶来，下水搜索。24小时

过去了，各种方法都用了，却毫无结果，正当大

家准备放弃打捞的时候，刘韩奇的遗体在救人

的地点自行浮出水面。出水时，他的双手仍环

抱在胸前，保持着奋力向上托举的姿势。

亲人怀念 政府慰问

得知刘韩奇英勇牺牲的消息后，周边群

众无不落泪、惋惜。刘韩奇的母亲闻讯后，一

下子瘫倒在地。一提起刘韩奇，他母亲总是

泣不成声：“我的孩子，你走了，我的天就塌

了，你叫我们以后怎么活啊……”

刘韩奇牺牲后，当地政府高度重视，第一

时间看望慰问了刘韩奇的家属，并协助其家

属办完了后事。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收集刘

韩奇见义勇为事迹的资料，为他申报见义勇

为英雄称号。

本报讯（记者马如钢 通讯

员李霞）“目前秋作物进入灌浆

结实期，是需水高峰期。据天气

预报预测我市近期无有效降雨，

请各乡镇、村干部作好宣传，技

术指导员近期要进村入户，及时

指导科技示范户、农户进行抗旱

浇水。”8月26日，孟州市槐树乡

汤庙村科技示范户赵胜利收到

了这样一条短信提示。

在同一天，收到这条短信提

示的还有该市镇村两级干部及

50名农业技术指导员和分散在

各个行政村的500户农业科技

示范户。

“‘农情短信’在今年1月底

就已经开通了，我们根据不同时

期、农作物生长的不同需要，适

时发布相关指令，农技人员和科

技示范户接到指令就要进行相

关操作。”该市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主任汤跃辉介绍道。

据了解，孟州市“农情短信”

开通以来，累计发布短信提示

2000多条，直接为农民提供现场

技术指导5000次，通过科技示范

户间接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1.8

万次。

漯河市“质量月”活动
启动仪式在双汇举行

孟州市

“农情短信”搭起亲民平台

汤阴举办
海峡两岸周易学术论坛

我省商标数量
入围全国十强

信阳市浉河区法院

巡回审判解纠纷

潢川县18岁青年刘韩奇勇救落水伙伴献出宝贵生命

牺牲时仍保持着奋力向上托举的姿势

本报讯 (记者张舒娜)9月1日上午，以

“红动中国”为主题的“2013中华枣乡风情游

暨第十一届好想你红枣文化节”在新郑好想

你红枣科技示范园隆重开幕,在此期间，新郑

籍著名画家陈国创的专题红枣系列作品《枣

魂》隆重展出。新郑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刘建

武、郑州市旅游局副局长张杰、好想你董事长

石聚彬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活动内容精彩丰富，

活动形式也更加创新时尚。开幕式尽显黄帝

文化、姓氏文化、红枣文化的无限魅力。一曲

《同根同祖》荡人心怀。四对新人身着周制汉

服、传统中式、新中国时期、现代婚纱四种不

同风格的新婚礼服，展示不同时期的婚礼特

点，时光流转中婚礼上不变的是红枣所代表

的中国红和甜蜜的祝福。现场还有书法家挥

毫泼墨，古缶、古筝、红鼓表演尽显“黄帝故

里、中华枣乡”的文化风貌。

画家陈国创，对家乡的红枣有着深厚情

感，二十多年来坚持在枣园写生和创作，这次

展出他的《枣魂》系列中的30多幅作品，油画

《新疆枣农好想你》、《枣园冬语》、国画长卷

《踏歌行》等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石聚彬

说：“我们坚持把红枣当成促进人类健康，带

动枣农致富的事业去做。未来，将继续秉承

‘做产品做健康做良心’的原则，用高品质的

产品和服务赢得消费者的永久信赖和支持。”

据介绍，本次活动是历届红枣文华节中

最具趣味性，文化展示最为精髓的一次。在

这里，游客可以欣赏不同品种的红枣争奇斗

艳的情境；可以“认养枣树”，寻找属于自己的

枣缘；可以参观中华枣文化博览中心；另外

“红枣开门，万佛梦圆”万尊佛像将给游客们

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心灵的洗礼；而大地

锅、农家饭、红枣宴、独特的打枣仪式等会让

游客感受独具特色的枣乡风味。

此次活动历时37天，将于10月7日结

束。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赵学风宋超

喜）金秋八月，在新蔡县未来生态循环农业示

范基地，50亩鱼塘的鱼儿在秋阳下欢跳着吃

食，30亩梨园挂满金黄色的果实，150亩温棚

蔬菜不断供给超市，沿路形成的“绿色长廊”

挂满各式各样的果实，荷花塘内的泥鳅在荷

叶间嬉戏。

新蔡县委书记贾国印告诉记者，近几年

来，新蔡县坚持“生态立县、绿色发展”理念，

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发展“能态”经济（能态，

是能源和生态的简称；“能态”经济，就是把能

源和生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研究和发展的

经济），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开辟了

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径，“能态”产业发展正

渐入佳境。

新蔡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农产品资

源丰富，每年生产粮食75万吨左右；是河南省

畜牧大县、河南省养鹅重点基地县，每年出栏

生猪100万头、牛50万头、羊30万只、家禽

2000万只。每年150多万吨的农作物秸秆、

500多万吨的畜禽粪便、29万吨的农村生活

垃圾，一方面为农村生活燃料、畜禽饲养、耕

地增肥等提供了充足原料，另一方面也为农

村卫生保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

严峻压力。

为变废为宝、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能态”

产业发展技术的普及与推广，该县成立了新蔡

“能态”产业发展研究会，邀请国内外专家、学

者举办了高端的“能态”经济发展研讨会，力争

在发展生态、高效、循环农业方面趟出新路子。

在高效农业种植区，该县推广应用“畜

—沼—菜”、“畜—沼—鱼”等高效生态农业

循环模式，通过沼气转化新型能源、沼液浇

灌蔬菜、沼渣制作有机肥，促进农业废弃物

的综合利用，先后涌现出未来生态科技、青

奎环保科技、河坞秸秆制碳等能源企业，扶

持发展了未来生态园、老庄孜无公害蔬菜基

地等一批绿色生态农业基地，培育壮大了天

龙禽业、莹坤薯业等一批省、市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培植了棠村“三粉”、“顿岗

牌”大米等绿色农产品，优势农产品标准化

生产达85％以上。

为推动“能态”产业做大做强，新蔡县把今

年确定为“‘能态’项目落实年”，扎实开展“‘能

态’项目落实年”活动，切实加强与浙江合大太

阳能科技公司、中国水基研究所等高新技术企

业及科研院所的联系，新签了醇水制氢动力、

醇水电力、年产5万吨乙醇的秸秆转化项目、太

阳能聚热发电等一批“能态”项目，与钱江摩

托、山东潍柴动力合作投资的新型能源发动机

研发基地建设项目正在积极运作中。

新蔡县“能态”产业发展渐入佳境

2013中华枣乡风情游启动暨画家陈国创《枣魂》系列作品展开幕

枣乡迎宾客 风情醉游人

▲ 9月1日，在宜阳县永和希望小学，刚刚搬进新教

室的孩子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该校位于美好乡村

建设示范村灵山村，由省希望工程援建，总投资815.4万

元。该小学的投入使用，可惠及周边扶贫搬迁的5个行政

村1200余名学生。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田义伟摄

◀ 9月1日，是各个学校开学的第一天，一大早，郑州

市第九十六中学的操场上就传来教官的“口号”声及整齐

的步伐声。

“这学期，我们学校今年七年级入校新生400名，全部

正常报到参加军训，军训为期5天，下一步我们学校还要

利用假期进行适当的野外拓展训练，以磨炼同学们的意

志，培养他们的吃苦精神。”郑州市第九十六中学校长朱红

庆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尹小剑摄

开学第一天
本报讯（记者田明）日前，

“贫困县希望工程圆梦基金”颁

发仪式暨“青春励志”座谈会在

西华县举行。今年共筹集基金

40万元，资助100名贫困大学新

生。

据了解，今年6月，“贫困县

希望工程圆梦基金”成立，专门

用于资助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

应届大学生。西华县被选为第

一年的贫困县圆梦基金投放点。

此次贫困县圆梦基金发放

是今年“河南希望工程圆梦行

动”系列助学金发放活动之一。

“河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自

2004年开展以来，已筹集社会

捐助资金13491.72万元，资助

贫困大学生50152人。今年“河

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自6月份

启动以来，全省各级团组织已筹

集资金3425.32万元，资助贫困

大学生13428人。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

员张中雨）为提高民政干部的基

本素质,打造人民满意民政机

关，南乐县民政部门组织建设了

道德讲堂。道德讲堂每月一期，

首期讲堂于8月30日开讲，县文

明办主任李永革，民政系统全体

干部职工共计100余人参加了

讲堂。

据了解，南乐民政首期道德

讲堂围绕“阳光、真诚、简单、责

任、激情”十字干部文化，分三省

吾身、歌曲同唱、共学模范、齐诵

经典、发善心、送吉祥六个环节，

内容丰富健康,方法灵活多样，有

自省、讨论、案例分析、形象展示

等。通过开展讲堂，增强了民政

干部职工的道德意识、宗旨意识、

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参加讲堂

的民政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回到

工作岗位后，继续加深对所学知

识的理解、消化和吸收，结合“一

创双优”活动，以为社会弱势群体

服好务为平台，从自己身边的事

做起，怀一颗仁爱之心，甘于吃

亏，乐于奉献，热心服务，真正做

民政对象的贴心人，为富裕和谐

美丽新南乐建设贡献力量。

“贫困县希望工程圆梦基金”
资助百名大学新生

南乐县

民政干部道德讲堂开讲

本报讯 近期，滑县高平镇

为发挥好无职党员的作用，在48

个行政村开展“设岗定责”活动，

对全镇1421名无职党员“量身

定岗”。通过开展“设岗定责”活

动，使广大无职党员“无职有责、

有岗有位、有位有为”，充分发挥

农村无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进一步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

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

同时，他们在全镇范围内广

泛开展“党员示范带动，促进产

业发展”活动，使广大有能力、有

致富门路的党员为群众搭建“致

富桥”，送上实用的致富门路，手

把手为群众传授实用技术。

目前，该镇通过党员示范和

支持，已带动4500户农户发展

大棚蔬菜种植、186户开展养殖

并参与手工业加工。(宋文辉)

滑县高平镇

无职党员也有“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