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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马如钢 通讯

员邢德有）“老伙计，快走啊！村

里要开会呢，说说咱村修理拖拉

机的事。”日前，家住中站区许衡

街道东王封村的党员靳克英叫上

邻居，一起来到村里新修的党员

群众服务站参加村民代表大会，

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共同决

议村里的大小事务。

今年以来，中站区以“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为契机，紧紧围绕基

层民主科学决策、基层矛盾调解

化解、基层便民服务、基层党风廉

政监督检查四项基础制度建设，

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四力并发”，

建立完善了适合实际的具体制度

和工作机制，切实加强了服务型

党组织建设。

该区将“四议两公开”和“一

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延伸到村

民小组和区直部门。在细化工作

法内容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拓

宽公开渠道，提高群众知情率，决

策每一件事项前填写决策事项台

账，每月25日报组织部进行备

案，确保决策事项顺利推进、群众

满意。今年以来，该区运用“四议

两公开”工作法解决重大村（居）

务事项29件，涉及金额60.25万

元，未发生一起因违反民主科学

决策制度引发的信访事件。

年初，该区出台了《提升服务

能力加强基层便民服务体系建设

的实施方案》，建立区、办、村三级

便民服务体系，科学设置了党群

服务中心“一厅多室”，成为涵盖

行政服务、党群服务等多种功能

的“超市式”服务平台，并在9个

办事处分别设立爱心超市。

为了最大限度将矛盾纠纷化

解在基层，中站区开展“示范性网

格”培育工作。把全区农村、社区

划分为62个基础网格，全区55个

职能部门和办事处安装应用了

“焦作市网格化管理综合信息服

务平台”系统，为网格长和管理员

配发“社区E通”手机132部，做

到各方统筹、上下联动，实现了网

格内卫生、治安等事件“一键上

传”，并形成了覆盖全区的调解网

络。目前，全区9个办事处和47

个村（社区）工作室已全部挂牌成

立，今年共录入各种群众诉求与

矛盾纠纷等1585件，办结1472

件。

该区建立了“五个不直接分

管”和“末位表态”、考核问责等9

项具体制度，并制定印发了《部门

单位首问负责制》、《部门单位服

务承诺制》、《部门单位限时办结

制》和《部门单位失职追究制》四

项制度，构建了完善的责任体

系。今年以来，开展纪律作风和

违反八项规定情况明察暗访 8

次，对发现问题的5家单位进行

了通报，批评教育2人，诫勉谈话

1人，行政警告3人，对该区18家

单位的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了检

查，针对检查发现的6类24个问

题进行整改，确保各单位规范化。

传统织布工艺受青睐
9月7日，在洽谈会的非物质遗产展区，织布艺人在用纺花机、织布机等传统器械

制作颜色多样的土布，引来参观者围观。

本报记者李躬亿实习生马雅利何雪婵摄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王珺瑞琪文）

“Good! very good!”9月7日，在第十八届中

国农加工洽谈会正阳县特色农产品展厅里，

一群国外客商代表团品尝着正阳县王勿桥伏

陈醋，醋的醇香、绵柔的口感，不禁让外来客

商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由衷地发出赞叹。

正阳县王勿桥醋的展台前，挤满了前来

洽谈、品尝和购买产品的国内外来宾。王勿

桥醋源于汉代，是传承千年的民间珍品，也是

全国十佳名醋品牌。王勿桥醋业总经理李志

业介绍说，通过中国农加工洽谈会这个平台，

每年参展可实现现场销售伏陈醋30多万元，

签订省内外合同订单400多万元。

“这是一颗红薯秧结的吗？长这么大

啊，真是少见！”正阳红薯种植土专家叶启

营的展台前，几个几十公斤重的大红薯格外

引人注目。“红薯大王”叶启营此次参展的

是自己悉心培育的“梅营”红薯新品，他参

展的硕大红薯一直都是历届农洽会上广受

瞩目的亮点。

一个40多斤的大个麒麟西瓜在正阳展

厅里十分吸睛。这是正阳县农民育种专家代

子星的繁育新品。他此次参展的有辣椒、西

瓜等10多个“正星”牌特色农产品，都是自己

育种研究所培育的新产品。“每年的农洽会办

得好啊!通过每次参会，我繁育的种、苗可销往

安徽、湖北等地，能多卖出去10万多棵，创收

6万多元。”戴子星对每年举办的全国农洽会

非常赞同和认可。

正阳县此次盛会参展的有23家企业，87

种农产品。展台上各类农产品，无不展现出

正阳的乡土特色。

正阳农产品 吸睛创收多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李躬亿实习生

马雅利 何雪婵）“这个是寿桃馒头，给老

人祝寿最合适，那个是龙馒头，两条‘龙’

一起买回去，二月二讨个好彩头。”在第

十八届中国农产品加工洽谈会老查记天

然馒头展位旁，工作人员在有条不紊地

介绍这里的各种“花式”馒头。这家名扬

驻马店的馒头生产企业凭借多年的发

展，不仅创立下独一无二的品牌，在当地

的连锁加盟店也达到6家。提及馒头的

花样种类，工作人员解释说：“实在太多，

根本数不过来。”

孝心大馒头、锅贴、枣花馒头、窝窝

头等形态各异，创意十足，让馒头这种平

常事物给参观者带来了不一样的购买体

验。而相对于外形，这些馒头的颜色和

种类也是多种多样，黑米馒头、红薯馒头

等，五谷杂粮，应有尽有。杂粮馒头带来

的不仅是视觉上的体验，多种微量元素、

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的营养价值，也得

以深入开发。

本报讯 （记者黄华 董豪杰 李躬亿

实习生马雅利何雪婵）“现在农民在种植

养殖中普遍会遇到种得好、养得好不如

卖得好的问题，通过‘互联网+农业’，解

决农民卖得好的问题，然后再用卖得好

来倒推养得好和种的好，让‘互联网+农

业’照亮‘三农’……”9月7日，北京农信

通集团董事长李勇，在第十八届中国农

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互联网+

农业 上山下乡进万家”高峰论坛上的

精彩演讲，不时博得台下观众的阵阵掌

声。

近年来，驻马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互联网+”及电子商务发展，在加快推

进重点项目建设、制定促进“互联网+”有

关政策、努力营造发展环境等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

位于驻马店市经济开发区的驻马店

市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已建成集生产、包

装、销售、物流配送于一体的新的电商系

统。目前阿里巴巴、聪慧网、京东商城、巨

人科技等电商巨头已纷纷签约入驻，特别

是阿里巴巴·驻马店产业带于今年1月份

上线运营以来，连创佳绩。累计上线企业

近500家，线上交易额达6000万元，带动

线下交易3.6亿元。

“我市的‘互联网+农业’还处在起步

和探索阶段，这次论坛围绕‘互联网﹢农

业 上山下乡进万家’这一主题，为农业互

联网可持续发展搭建一个全方位交流平

台，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十分宝贵的学习机

会，对驻马店现代农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意义重大。”驻马店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星

说。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 实习生马雅利 何

雪婵）9月7日，在第十八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

投资贸易洽谈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遂平

县青年申志强带着他用竹子生产的灯饰，掀

起了一股家装灯饰的复古风。

申志强展位上展示的十余种竹编灯饰，

均是采用天然的楠竹、毛竹、紫竹等，经过抽

丝、破篾等复杂的工序加工而成，产品包括壁

灯、吊灯等灯饰。来自正阳县的刘中套参观

后兴奋地说，多年以前他也从事过竹编工作，

从来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形态各异、既美观又

实用的竹编灯饰产品。

申志强对目前的销售信心满满，他说：

“现在复古装饰非常流行，竹编灯饰正是迎合

了这一市场需求，非常有发展潜力，我的目标

就是让大家都能用竹编灯饰装饰、美化自己

的家。”

本报讯（记者黄华董豪杰李躬亿实

习生何雪婵马雅利）9月7日，记者从第十

八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大会共签约重点

项目173个，投资总额538亿元，其中1亿

~5亿元项目98个，5亿元以上项目20个。

据了解，本届大会全国30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组团参会，参会代表团170个，

参会企业4800多家，参会客商近2万人，其

中境外企业140多家，客商200多人。中

国农科院、中国农大等35所国内高校科研

院所参会。2个国际组织、10个国家和地

区的驻华使馆官员、11个国家农业部官员

或专家50多人出席会议，俄罗斯，德国等

21个国家和地区的140多家知名农产品参

展。

“本届大会无论是会议层次、规模、组

织、接待服务，还是会议的成果，都有了新

的突破，实现了‘更新、更高、更实’的目

标。”农业部农产品加工局局长宗锦耀说。

农加工洽谈会结硕果

竹子做灯饰 美观还实用
遂平青年申志强

申志强在向参观者介绍自己生产的竹编灯饰产品。 本报记者李躬亿摄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 实习生马雅利

何雪婵）9月6日，在第十八届农加工洽谈

会上，玫瑰花茶、玫瑰阿胶糕等形形色色

的玫瑰花产品让参会者啧啧称奇，深加工

创新产品拉长产业链，不仅带来了多种多

样的产品，还带来了经济效益的巨大提

升，大产业从玫瑰花里绽放。

“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是咱本地的企业，

了不得呀！”不少参观者经过询问，才知道是

位于汝南县的河南卉秀实业有限公司的产

品。该公司从去年开始，流转土地900亩

建立玫瑰花种植基地，依托种植基地，逐

渐成长为集花卉组织培养、研究开发、高

档鲜切花盆景及玫瑰系列产品生产加工

于一体的农业高科技企业，通过拉长产业

链，不断提高玫瑰的附加值。目前，卉秀公

司拥有9个玫瑰花系列产品，已成为当地著

名的特色高效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产业链的不断拉长，新产品的不断涌

现，玫瑰花的深加工效益也日益凸显。卉

秀公司负责人算了这样一笔账，公司的玫

瑰花基地目前还未到达丰产期，以目前亩

产300斤玫瑰花计算，销售玫瑰花等初级

产品，亩效益在2000元左右，而经过深加

工的玫瑰花产品，100克的玫瑰花茶市场

价为30元，而玫瑰阿胶糕，每盒市场售价

高达80元，玫瑰花种植的亩均收益，也达

到近5000元。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孙小辉）“石头

能生产出这么好吃的豆腐干，实在是太神奇

了。”9月6日，在第十八届中国农加工洽谈会

上蔡县展示展销区，来自印度的客商赫里尼

克·多尔听完讲解员的讲解后，操着一口不太

流利的中文对百年磨豆腐干赞不绝口。“味道

真是太奇妙啦！好吃！真好吃！”

百年磨豆腐干系河南省百年磨食品有限

公司，利用传统手工工艺，选用天然大豆开发

出来的新产品。其特点为色正味厚，劲道柔

韧，自然醇香，回味悠长。品种有枸杞、红枣、

山楂系列，目前成为民俗健康食品品牌。

赫里尼克·多尔自从2008来到中国后，一

直从事国际贸易，尤其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

着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他对百年磨的历史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百年磨开发出来的系列

产品，对崇尚素食主义的国家有着广阔的发展

前景。

他告诉记者，要把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

带回国内去，让国人了解中国历史，品味传统

文化。最后，赫里尼克·多尔与河南省百年磨

食品有限公司达成了合作意向。

本报讯（记者王睿）为了庆

祝第三十一个教师节，由荆浩艺

术研究院、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河

南省学校艺术教育协会主办，书

画频道河南新闻中心、河南美协

教育艺委会、书法导报社、大河美

术承办，河南大学美术学院、郑州

大学美术学院单位协办的《杏坛

丹青——庆祝第三十一个教师节

暨河南教育界美术作品邀请展》

将于9月9日上午在郑州荆浩美

术馆举行，展出截至9月20日。

本次展览是河南省教育界美

术作品的一次高水平的集中展

示，也是以画展的形式向默默无

闻、辛勤工作在教育战线的教师

员工致以节日的祝贺。本次展出

的近百幅作品突出反映了我省教

育系统教职工深厚的艺术素养和

积极的创作态度，展示了广大教职

工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多彩的文化

生活。

⑨⑨基层党建看基层党建看焦作焦作

农村版

第十八届中国农产品加工洽谈会聚焦

馒头花样多 营养又健康

特色豆腐干 美味“醉”老外

玫瑰深加工 效益大提升
河南卉秀实业有限公司

驻马店

焦作市中站区

扎实推进“四项
基础制度”建设

为发展创造良好安全环境
◀上接第一版 创造良好安全环

境，就要将工作重心进一步前移，健

全源头治理机制，排查化解公共安

全和安全生产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

题。要按照“四个清楚”、“四个到位”

的要求，把风险评估和预判研判作

为常态工作来抓，发现问题苗头，就

要依法处置，绝不放任自流，让小问

题变成大问题，大问题变成大灾祸。

落实责任就要抓基础、谋长

远。要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

设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一

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实现群众安

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按照“急

则治标、缓则治本、长则建制”的要

求，把“三查三保”的成果转化为制

度成果。要把法治精神贯穿安全

稳定工作始终。实践证明，偏离法

治轨道的维稳，越维越不稳。为追

求暂时“稳定”而牺牲法治的被动式

维稳，看似解决矛盾，实则是回避问

题、积累矛盾。要运用法治思想促

进社会稳定，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

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

把信访纳入法治轨道，引导和支持

人们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

安全高于一切，责任重于泰

山。安全稳定关系到每一个社会

成员，担起该担的责任，消除一切

安全稳定隐患，为经济社会发展

营造良好的环境，人民群众才能

过上更加祥和的生活。

河南教育界美术作品邀请展
明日在郑举行

签约重点项目173个 投资总额538亿元

我省有了首只省级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上接第一版 业内专家表示，中

原文化股权投资基金正式运营

后，将进一步建立健全我省多元

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化产业投

融资体系，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

积极投向全省文化产业，帮助大

批具有核心品牌的优秀文化豫企

快速发展，进而推动河南文化产

业走向振兴。

据基金管理方负责人介绍，

河南中原文化股权投资基金将采

用有限合伙制，由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河南文投、河南农开产业基

金、郑州科创、河南华隆共同出资

成立，基金总规模10亿元，首期

规模达3亿元。

作为主发起人，河南文投公

司负责人表示，产业基金具有较

好的投融资功能与增值服务功

能，中原文化基金将围绕“谋局与

传承”，一方面对优秀的、河南当

地有价值的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

掘，进行价值潜力分析和包装；另

一方面通过基金的股权投资，布

局处于关键文化产业链节点的公

司和团队，构建文化元素挖掘、文

化元素打造到价值释放的完整产

业链，对我省文化资源进行传承

和推广，打造一批具有全国乃至

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互联网+农业”进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