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凌）“这几天，俺

坐在家里通过互联网就与驻马店平舆县的3个乡镇签

下了6000多亩小麦机收作业订单。”5月31日，沈丘县

“麦客”姜海涛兴奋地说，“网络真好，没有它就没有今

天的这份大订单。”

据了解，时下，在沈丘县农村涌现出了相当一批像

姜海涛这样的脑瓜活、有眼光、善经营的“数字麦客”，

他们开始借互联网获取跨区市场动态，了解作业行情，

洽谈机收订单。

“往年，刚开春就有不少农机手急匆匆赶到千里之

外探路踩点，既搭人力又费财力。夏收时，又由于信息

不灵通，盲目转移作业地点，费工误时不说，收入也不

理想。自从去年借助互联网平台，作业信息灵了，效益

也好了，网络成了众多农机手赚钱的好帮手。”沈丘县

农机推广站负责人说。

沈丘县农机手依靠跨区作业，每年创收多达8000

万元，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为使今年跨区作业顺

利展开，该县农机部门充分发挥网络优势，配备了必要

的设施、设备，并指派专人负责这项工作，全面了解各

地农机作业供求信息情况，积极向参加跨区作业的农

机手提供道路概况、气象服务、机械供需等方面信息服

务，使网络真正成为获取农机跨区作业的“导航仪”。

本报讯（记者田明）日前，省

教育厅、省总工会联合发出通知，

2016年秋季启动“河南省农民工

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

学圆梦行动”，5所本土高校首批招

收9450名农民工，其中，本科生

1900人，专科生7550人。

据悉，农民工“求学圆梦”计划

专科招生面向具有普通高中、中等

职业学校文凭或相当知识水平的

农民工，本科招生面向具有专科或

以上学历的农民工。采取网络公

开课、五分钟课程、微课等多种类

型授课，努力实现线上线下相结

合，非学历与学历教育并重的学习

形式。

按照计划，2016年我省“求学

圆梦”启动后，今后每年招收1万

名在豫务工、有学历提升需求且符

合入学条件的农民工接受教育。

到2020年，全省计划培养5万名

左右农民工大学生。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 通讯员

张海燕）6月1日，记者从省检察院

获悉，省检察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

留守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意见》（下

称《意见》），将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对

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

《意见》强调，要依法严惩侵害

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犯罪。对性侵、

绑架、拐卖等农村留守未成年人以

及教唆、胁迫、诱骗、利用农村留守

未成年人犯罪等严重侵害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的案件，依

法快捕快诉，从严惩处。

《意见》要求，最大限度保护、

救助被侵害的农村留守未成年

人。有针对性地采取医疗救助、法

律援助、心理疏导、监护指导等综

合救助措施，帮助其尽早回归正常

的生活和学习。

《意见》强调，要严格落实涉罪

农村留守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

特殊制度。加强心理疏导和矫治，

最大限度地教育、感化、挽救涉罪

的农村留守未成年人。

《意见》要求，严肃查办侵害农

村留守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失职

渎职犯罪。要建立完善办理农村

留守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

体系。通过与相关部门召开联席

会议、重大案件通报等形式，共同

解决农村留守未成年人刑事司法

问题。

《意见》指出，要加强与综治、

共青团、关工委、妇联、民政等机构

的联系，争取建立涵盖学校、企业、

社区、乡镇的多元化帮教基地。要

加大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力度。要重点对农村留守未成年

人、农村中小学生等特殊群体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

省检察院出台意见要求

加大对农村留守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今年我省5所大学首招农民工

9450个计划等你来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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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化耕作跃立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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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版物流产业集群助力区域经济崛起

今日导读

我省3977所学校提供完整午餐 2版

6版精准施策，决不落下一个贫困户

优质小麦获丰收汤阴县 沈丘

“数字麦客”
借互联网跨区收麦

行走大中原 见证丰收年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郑志磊闫召辉）“投

进一元钱硬币，稍等半分钟，一份儿新鲜、筋道的湿

面条就可以打包拎回家了，投币式湿面条自动生产

销售一体机科技含金量可不低……”日前，中国工程

院院士、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谭建荣在襄城

县看到一份科技范十足的湿面条诞生，禁不住连连

夸赞。

近年来，该县把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型企业

培育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抓手，积极让高校与

企业“联姻结亲”，加快产学研合作步伐，着力加大科

技创新投入，不断将项目产业链条延伸、拉长，促进

科技与区域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县域经济产业提质

增效。2015年，该县拿出37万元作为科技创新奖

金，为科技创新型企业“加油助威”。

步入经济新常态，如何在转变中紧跟时代步伐，

响应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打赢稳增长、保态势

攻坚战？襄城县提出，把科技创新作为县域经济发

展的“主引擎”，一批优质科技项目率先发力。位于

该县煤焦化循环经济产业园的许昌首山焦化有限公

司坚持科技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激活

产业发展“动力源”，公司科研部通过昼夜科研攻关，

最终将提炼出的硅烷气纯度提升至99.9999999%，

一举打破国际垄断，成为国际同行业中当之无愧的

“龙头”。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满园春。首山焦化、

万杰智能科技、首瑞橡胶、斯维科技、舒莱卫生用品、

皓邦新能源等一批科技龙头企业在汝河两岸纷纷崭

露头角。目前，该县已建成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

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开放型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煤

焦化、新能源、女性卫生用品及特色设备制造等新兴

产业链条不断拉伸，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50%。

据该县科技局局长苏耀亭介绍，截至目前，襄城

县拥有院士工作站2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

个；省企业技术中心5个；省科技创新节能减排示范

企业3个；省创新型试点企业1家；市重点实验室1

个；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6家；市级创新型企业4

家，市级创新型（试点）企业3家；市级创新团队1个；

市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3家；市级科技特派员示范基

地1家；全县科技机构（含民办）发展到33家。

“科技创新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和动力源，

依靠科技创新，县域经济的产业链条才能延伸和拉

长，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子才能越走越宽。”襄城县委

书记何天立说。

本报讯（记者方舟侯皓屈晓妍卢松田

明）媒体融合风起云涌，党报客户端竞相发

力。6月1日，“首届党报客户端发展高峰论

坛”暨“河南日报‘金水河’客户端上线仪式”

在郑州举行，为融合探索中的全国媒体行业

奉献了一场思想盛宴。

近年来，党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纷纷在新闻客户端等移动端产品上发力，

各级领导都高度重视党报客户端的发展。今

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

宣部部长刘奇葆在视察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时,专门听取了正在试运行的河南日报“金水

河”客户端的汇报，并当场作出指示：“发展新

媒体很重要。融合是媒体发展的方向，要深

入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希望你们越做越好！”

经过一个多月的进一步测试和运营，河南日

报“金水河”客户端于6月1日正式上线。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

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对“金水河”客户端

上线分别做出批示，殷切寄语。

谢伏瞻在批示中指出，河南日报推出省

级党报新闻客户端，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

积极实践，是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

发展的有益探索，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党报的

吸引力、影响力、公信力。谢伏瞻希望“金水

河”客户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

讲述好河南故事、传播好河南声音，推出更多

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为加快中原

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陈润儿在批示中指出，在新闻舆论格局

深刻变革的形势下，喜闻河南日报金水河客

户端应势上线，可喜可贺！希望金水河客户

端发扬党报集团的理念和传统，把握好新闻

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唱响主旋

律、弘扬正能量，做好“航向标”、用好“定音

锤”，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力量。

“首届党报客户端发展高峰论坛”暨“河

南日报‘金水河’客户端上线仪式”，是在中国

记协国内部的支持下，由《人民日报》中央厨

房、中国记者杂志社、解放日报社、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数

十位中央与省级媒体高管、国内学界知名专

家济济一堂，纵论党报客户端发展前景，并

联合发表“党报客户端郑州共识”。

副省长张广智出席此次高峰论坛暨上

线仪式并讲话。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

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冬梅发表了热情洋溢

的致辞，《人民日报》副总编卢新宁专门委托

人民日报媒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叶蓁

蓁宣读书面致辞，都对此次高峰论坛的举行

和“金水河”客户端的正式上线表示祝贺。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尹明华、湖南日

报社社长蒋祖烜、《环球时报》副总编谢戎彬

先后发表主题演讲，▶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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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党报客户端发展高峰论坛”在郑举行
河南日报“金水河”客户端正式上线

5月31日，汤阴县宜沟镇村民手捧丰收的优质小麦，喜不自禁。近年来，该镇积极推广种植优质小麦，科学实施田间

管理，今夏小麦喜获丰收。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侯丽君摄

本报讯（记者方舟 王华岗）6月1日，

“首届党报客户端发展高峰论坛”暨“河南日

报‘金水河’客户端上线仪式”在郑州举行。

在活动现场，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与人民日报

中央厨房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

媒体传播优势。”在融媒时代，先进技术发展

与优质内容建设同样重要，以合作促融合是

优势互补的有益尝试。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薛

德星和人民日报媒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叶蓁蓁代表双方签约。通过强强联合，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与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将在全

媒体平台建构、技术创新、智库咨询、新媒体

内容生产、区域中央厨房建设、对外宣传渠道

拓展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

签约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媒体可

以在注明来源的情况下免费使用人民日报中

央厨房的原创内容，河南日报还可以接入人

民日报中央厨房，合作建设地方性、区域性中

央厨房，以引领传媒技术、推动流程重构、建

设新媒体平台，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在书面致

辞中表示，党中央机关报旗下的技术与资本

平台和中原大省传媒集团领导者之间的合

作，1+1大于2。强强联合、协同发展，是媒

体融合的核心精神。希望双方的合作激发出

创新与智慧的火光。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赵铁

军表示，“互联网＋”无疆域。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与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强强联合，是以合

作谋共赢的重要探索。双方将在内容、技术、

渠道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用灵活、多样的传

播方式，努力打造媒体融合的“国家队”，进一

步放大主流声音，让主旋律唱得更加响亮。

强强联合 力促融合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与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新。6

月1日，在河南日报创刊67周年之际，“首届

党报客户端发展高峰论坛”暨“河南日报‘金

水河’客户端上线仪式”在郑州举行。

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

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河南日

报“金水河”客户端上线仪式当天，由中国记

协国内部支持，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中国记

者杂志社、解放日报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首届党报客

户端发展高峰论坛”隆重举行。数十位中央

与省级媒体高管、国内学界知名专家济济一

堂，纵论党报客户端发展前景，并联合发表

“党报客户端郑州共识”。

辨方向论前景

首届党报客户端发展高峰论坛在郑州

举行，因时合势。以此为契机，河南日报“金

水河”客户端于当天正式上线。

对于“金水河”上线，河南省委书记谢伏

瞻、省长陈润儿分别作出批示，充分体现出

省委主要领导对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媒体融

合发展的高度重视。

谢伏瞻在批示中指出，河南日报推出省

级党报新闻客户端，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的积极实践，是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

合发展的有益探索，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党报

的吸引力、影响力、公信力。

在批示中，谢伏瞻还表示，希望“金水

河”客户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

向，讲述好河南故事、传播好河南声音，推出

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为加快

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营造良好舆论

环境。

陈润儿在批示中希望“金水河”客户端

发扬党报集团的理念和传统，把握好新闻传

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下转第二版

坚守 融合 创新 合作
——“首届党报客户端发展高峰论坛”暨“河南日报‘金水河’客户端上线仪式”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