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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起溺水双胞胎姐弟后悄然离开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肖飞

建现代农业示范区 创“三农”发展新局面
——访漯河市委常委、副市长刘瑞红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仵树大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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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将以建设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为统领，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以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为抓手，加快

新农村建设；以改革为动力，激发农村发展

活力；以‘项目建设年’活动为载体，努力开

创我市‘三农’发展新局面。”3月4日，漯河

市委常委、副市长刘瑞红在接受河南日报

农村版记者专访时，提出了该市“三农”工

作的总体思路。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漯河农业发展史上

不平凡的一年：全市夏粮总产首次突破

100万吨，单产476公斤，比上年增2%，创

历史新高。秋粮生产在遭遇历史罕见严重

旱灾的情况下，全市上下全力开展抗旱保

秋工作，损失减少到最低，全年粮食总产达

到174.8万吨，实现“十一连增”。

“今年，漯河市已成功申报创建国家现

代农业示范区，这为稳粮增收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机遇。”刘瑞红说，借此机遇，漯河市

将紧紧抓住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这条主线，围绕“一轴（农产品加工集群发

展）、二区（黄淮海粮食超高示范引领区和

全国优质安全畜产品生产样板区）、三带

（逍襄线高效农业带、郾襄线特色农业带、

沙澧河及环城都市农业带）、多园（多个现

代农业示范园）”的产业布局，打造具有“漯

河模式”的“种养加”协调发展的国家现代

农业示范区。

基于此，漯河市结合地域发展实际顺

势而谋，确立了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任务：

持续推进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工程建

设，着力打造150万亩粮食高产示范方，确

保全市粮食总产稳定在170万吨以上；以

市区、县城周边乡镇为重点，以干线公路两

侧为骨干，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农业、休闲农

业、观光农业，加快建设以蔬菜种植、林果

采摘为主的现代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园区；

组织现代农业专题招商和银农对接，开展

好“项目建设年”活动，通过项目建设不断

增强产业集群发展活力，重点发展肉制品、

面制品、乳制品等七类30个产业化集群；

持续深化“双汇产业化工程提升行动”，大

力推行农牧结合生态养殖模式，积极创建

全国优质安全畜产品生产样板区；加强动

植物疫病监测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

建设，努力构建“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

全可追溯体系。

刘瑞红表示，在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

同时，漯河市还将大力实施农村公路、危桥

改造、安全饮水、沼气等民生工程，深入开

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加大扶贫

开发力度，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下转第二版

据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时代赋

予中国发展兴盛的历史机遇。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凝神聚力，开拓创新，努力完成今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春回大地，生机盎然。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肩

负人民重托出席盛会，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

责。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气氛庄严热烈。主席台帷

幕中央，国徽高悬。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张德江主持大

会。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李建国、王胜俊、

陈昌智、严隽琪、王晨、沈跃跃、吉炳轩、张平、向巴平

措、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张宝文、陈竺在主席台

执行主席席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

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应出席代表2964人。今天

的会议，出席2907人，缺席57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上午9时，张德江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会场全体起立，高唱国歌。

根据会议议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

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分六部分：一、2014年工

作回顾；二、2015年工作总体部署；三、把改革开放扎

实推向纵深；四、协调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

五、持续推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建设；六、切实加强政府

自身建设。

李克强说，过去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克难攻

坚，完成了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全面深化

改革实现良好开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启新征程，全

面从严治党取得新进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迈出坚

实步伐。李克强着重从继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

式，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实施定向调控，保持经济稳定增

长；深化改革开放，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加大结构

调整力度，增强发展后劲；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增进

人民福祉；创新社会治理，促进和谐稳定等方面回顾了

过去一年的工作。

李克强指出，我们既要看到成绩，更要看到前进中

的困难和挑战。要直面问题，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勇

于担当，不辱历史使命，不负人民重托。

李克强说，201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

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

4.5%以内，进出口增长6%左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

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能耗强度下降3.1%以

上，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减少。

李克强报告了做好2015年政府工作要把握好的三

点：一是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二是保持稳增长与

调结构的平衡；三是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

李克强指出，2015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要在完成“十

二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的同时，以改革的精

神、创新的理念和科学的方法，做好“十三五”规划纲要

编制工作，谋划好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

李克强说，改革开放是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

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兼顾，真抓实干，在牵动全局的改革上取得新突破，

增强发展新动能。必须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

李克强说，稳增长和调结构相辅相成。我们既要全力保持经济在合理

区间运行，又要积极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行稳致远。要以增进民生福祉为目

的，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进步。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创

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促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李克强还就民族、宗教和侨务工作，国防和军队建设，香港、澳门发展和

两岸关系，以及我国外交政策作了阐述。

报告过程中，李克强说，今天正值元宵佳节，向各位代表和委员致以节

日问候，祝福全国人民幸福安康。

根据会议议程，大会审查国务院关于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2015年计划草

案、国务院关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草案的报告及2015年全国预算草案。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马凯、王沪宁、刘延东、刘奇葆、许其亮、孙春兰、孙

政才、李源潮、汪洋、张春贤、范长龙、孟建柱、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郭金

龙、韩正、杜青林、赵洪祝、杨晶、常万全、杨洁篪、郭声琨、王勇、周强、曹建明、

韩启德、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钢、林文漪、罗富和、何厚铧、张庆黎、李

海峰、陈元、卢展工、周小川、王家瑞、王正伟、马飚、齐续春、陈晓光、马培华、

刘晓峰、王钦敏，以及中央军委委员房峰辉、张阳、赵克石、张又侠、吴胜利、马

晓天、魏凤和等。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列

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

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列席大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解放军及武警部队、各人民团体有关负责人

列席或旁听了大会。

各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姜振英是沈丘县县直高中高二年级的

一名地理老师，这几天，姜振英走在校园里

都会被同事夸赞，走进教室迎接他的都是

学生们热烈的掌声……这一切都源于他从

冰冷的沙颍河中救起落水双胞胎姐弟高悦

和高诗琦的英勇事迹。

姜振英：第一反应是赶紧救人

“有人掉河里了！”3月3日下午，正在

公园散步的姜振英听到呼救声，便循着声

音向河中望去。据姜振英描述，当时他看

到落水的是两个孩子。“他们都是脸朝下、

背朝上漂在水里，离岸较近的女孩还有挣

扎的迹象，较远的男孩已经没什么动静

了。”

来不及多想，姜振英脱下羽绒服，迅速

冲过两个坡度近60度的河坡，随后一个猛

子扎进水里，经过几次努力，姜振英终于把

女孩拖上了岸。岸边的群众纷纷脱下衣服

为女孩披上，并不断安抚她。

“上来之后一秒钟都不敢迟疑，就赶

紧下去救离岸更远的男孩了。”回忆起当

时的情景，姜振英说，“当时脑子里就是

想一定要把两个孩子救上来，没有考虑

其他的。”

将男孩拖至岸边的时候，姜振英已经

筋疲力尽，这时候热心群众协助他把男孩

拖上了岸，但此时孩子已经没有了知觉。

懂得一点急救知识的姜振英赶紧给男孩做

胸部按压。

“按了大概十几次，男孩吐了几口水后

睁开了眼睛，看到他已经脱险，这时候我才

松了口气。”姜振英说。

此时，一直在岸边帮忙救人的王建芝

等人通过女孩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系上了她

的母亲，附近的群众也已经从家里拿来了

棉被给两个孩子盖上。看到孩子情况稳定

了，姜振英这才穿着湿透的衣服默默离开。

校方：群众来访，方知谁是英雄

当日下午，沈丘县县直高中全体教师

正在召开例会，此时会议室里来了一位

老人，一进来就握住校长秦新亮的手说：

“你们的老师太好了，今天他救人的时候

我就在那里，你们一定要好好表扬表扬。”

老人名叫杨学忠，当天在大闸公园目睹了

姜振英救人的全过程，在了解到姜振英是

县直高中的教师后，他主动来到学校表达

敬意。

在得知姜振英英勇救人的事迹后，沈

丘县县直高中立即号召全校师生向姜振英

学习。秦新亮说：“学校要弘扬姜振英同志

见义勇为的精神，这种正能量，真正践行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学生：他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姜老师，这是我给您叠的一颗心，您

真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在校园里采访时，不时有学生跑到姜

振英的身边表达对“英雄老师”的敬意，但

学生们也表示，对姜老师做出这样的救人

举动并不惊讶。

“姜老师平常就是一个很热心的人，他

上课的时候非常认真，也非常幽默，课下跟

我们在一起时很有亲和力。”该校高二（6）

班的学生王瑛说。

家长：他是孩子的再生父母

在沈丘县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记者见到了已经脱离危险正在熟睡的两个

孩子和他们的父亲高新胜，由于一直在医

院照顾孩子，高新胜还没来得及与恩人姜

振英会面。

“现在说什么都无法表达我们的心情，

除了感谢还是感谢，等孩子出院后，我会带

着孩子一起去学校当面感谢姜老师，他就

是孩子的再生父母！”高新胜说。

沈丘高中教师姜振英

3月5日，为欢庆元宵佳节，郑州市金水区丰庆路办事处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文体艺术节，除舞狮、秧歌、盘鼓等民间艺术外，

篮球、拔河、跳绳、家庭绑腿跑等体育项目也精彩纷呈。该办事处7个行政村、11个社区的1500多名群众参加了演出和比赛。

本报记者 李林山 摄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宋

艳丽 侯敏）涌动的人潮，随风飘曳的

谜条，红彤彤的大灯笼……3月4日，

在汤阴县文化馆广场，“乙未年元宵

灯谜有奖竞猜”正在火热进行，上千

条写着灯谜谜面的彩条吸引着群众

的眼球。

“总以为灯谜都是老传统、老故

事，没想到‘旧瓶也能装新酒’，你看

这个‘何必临渊羡鱼，打一网站名

称’，常言道，‘何必临渊羡鱼，不如退

而结网’，这不就是现在最时髦的网

站赶集网。”刚刚猜到结果的刘先生

带着儿子兴冲冲去兑奖了。记者在

领奖处看到，一位老教师李庆江正在

排队领奖，他手里已经拿了好几样奖

品，“我年年都来猜灯谜，就图个热

闹、喜庆。”

据汤阴县文化馆馆长陈新春介

绍，此次活动将持续3天时间，为群众

提供总价值1万余元的奖品，预计每

天会吸引上万名群众参与竞猜。

据了解，汤阴县灯谜有奖竞猜活

动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二十多年

来，特色越来越鲜明，参与人数越来越

多，逐步创出了“汤阴灯谜”品牌。

郑州郑州 欢欢喜喜闹元宵欢欢喜喜闹元宵

汤阴
万名群众猜灯谜

今日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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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破解“法不下乡”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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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市方岗镇

干部不再“赶春会”“串酒场”

农村妇女渴望过好“三八”节 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