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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郑州航展
明年
“五一”
前后精彩上演

正阳 好项目招来大客商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王珺 李玉荣）
“是正阳人的真诚和良好的投资环境，
让我们
愿意在这里投资兴业，
这个万头牧场项目，
是
我们君乐宝乳业的二期项目，我们公司希望
尽快落地，
争取早见成效。
”
8月13日，
正阳县
在郑州举行的优势产业推介会上，签下正阳
君乐宝乳业二期项目后，正阳君乐宝乳业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高峰欣慰地说。
一个专题片，一部正阳史，一个个精彩
故事，一片投资的热土，
“走进”正阳，精彩无
限。在当天的优势产业推介会上，120 多名
中外参会客商在观看《正阳欢迎您》专题宣
传片后非常感兴趣，纷纷表示要到正阳考察
投资项目。
正阳人均 3 亩多耕地的优势，全国少有，
地处淮汝之滨，1903 平方公里广袤大地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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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县是我国夏花生核心产区，150 万亩的种
植面积和 50 多万吨的年产量，多年位居全国
油料生产百强之首。大批农副产品获准使
用无公害产品标志许可，注册农产品商标 60
多件，
“正阳花生”、
“正阳三黄鸡”相继列入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客商们看到即将建设的息邢（息县到信
阳平桥区的邢集）高速公路更是振奋，从东
到西贯穿正阳县境 34.9 公里，为正阳设立两
个出口，建成后从县城 5 分钟即可上高速。
在国务院制定的大别山革命老区发展振兴
规划中，规划了一条从南向北穿越县境的高
速，并为正阳设立 1 个出口，届时正阳的高速
出口将达到 5 个。计划 2017 年建成并投入
使用的明港机场，从该县城出发 20 分钟即可
到达。

“正阳是个投资的好地方，地理优势凸
显，农产品资源丰富。”一名来自泰国的客商
看完专题片后感慨道。
在推介会现场，2016 年《正阳县招商引
资项目册》吸引了客商的眼球，正阳县年屠
宰 200 万头生猪生产加工项目的推介，让客
商投资意向明确，生猪年存出栏 400 万头，
是全国肉类百强县，全国生猪调出第二大
县，连续 18 年成为河南省优良生猪生产第一
大县。
“这个项目我在考虑。”一名客商看着
项目册说，在正阳投资这样的项目是非常有
前景的。
正阳县王勿桥伏陈醋加工园区项目，以
王勿桥醋的悠久历史为依托，
“王勿桥醋”始
于汉代，兴盛于明清，在国内久负盛名，拟打
造王勿桥醋产业基地，加速由低端调味品向

日化、功能、保健、医药等高端产品领域的转
型延伸、扩展，完善产业链。多名客商看到
该项目丰厚的文化底蕴，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
三黄鸡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淮河湿地保
护群建设项目、秸秆生物颗粒饲料加工项
目、汝南埠镇雷岗战役红色旅游项目等 30 多
个项目各具特色优势，引起客商议论纷纷，
吸引客商到正阳投资兴业。
在当天的推介会上，该县依托优势产业
与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签约了君乐宝乳业
二期项目，与国能生物发电有限公司签约国
能生物发电项目等两个项目。
该县一负责人告诉记者：
“ 正阳县产业
集聚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累计完
成 98 亿元，从业人员突破 2 万人。”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穆
文涛）8 月 16 日，2017 郑州航展执委
会在郑州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
会上宣布，2017 郑州航展暨首届世
界编队特技飞行锦标赛将于明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3 日在郑州市上街区
通航机场举行。
郑州航展已成功举办两届。
2017 年将进一步明确定位，以办成
亚洲最大最多元化最激动人心的通
用航空盛会为目标，引进国际航联
世界编队特技飞行锦标赛，为观众
展示世界顶尖的特技飞行表演。
2017 郑州航展执委会主任、郑
州蓝色经典航空文化有限公司总经
理蒋琼辉介绍说，此次郑州航展由
航空博览、飞行大会、通航论坛和首
届世界编队特技飞行锦标赛四个板

块组成，届时将有 12 支特技飞行队、
40 多架特技飞机参与比赛，约 200
架各类飞机参与静态展示，100 家以
上通航关联企业参与展出。
本届航展将打破一般航展都安
排在白天进行的惯例，独创夜间表
演形式。航展期间还将举办跳伞、
热气球、动力伞等丰富多彩的航空
体育表演，航天科普展、大型航空航
天类模拟机及互动、体验娱乐设备
汇展。
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杰表
示，到 2020 年, 郑州将培育 5～8 家
规模化的通用航空公司，形成覆盖
全市的通用机场体系和辐射周边的
航线网络，努力把郑州建设成为全
国公务机运营基地和全国领先的通
用航空经济示范区。

汝南县常兴镇西王庄村
郏县

王老汉种地打
“鲜”
字牌

出实招确保农村集体聚餐安全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李勤玲 杨明华
8 月 16 日一大早，在汝南县常兴镇西王
庄村 68 岁的王战国的 5 亩地膜花生田头，10
多名村民正在帮助他将已收获的花生装车。
“俺这 4000 多公斤花生全部销往外地，每公
斤 3 元多，效益是传统农业的 2 倍以上。”王战
国乐呵呵地说。
王战国是西王庄村科技致富能人，平时
种地总爱精打细算，每年在春夏秋冬的季节
转换中，他都要到大城市搞调研，看看城里人
爱吃些啥，以便调整种植结构。他发现，在一
些大城市，吃新鲜、吃时尚、吃健康已经成为
市民的新理念，特别是尚未完全成熟的鲜花
生、鲜毛豆等新鲜农产品受到市民的追捧。
于是，他在去年秋收后就留好种植地膜花生、
春大豆和春玉米的茬口，赶在今年清明节前
种植，打好农产品上市的时间差。
王战国一边干一边算起种地账。
“种植早
春农作物不仅销路好，价格高，而且效益比较
好。这还不算，过去一年只能种两季庄稼，现
在种植早春庄稼，
一年能种四季呢。
”
王战国说。
“咱农民种地只要瞄准市场缝隙，打‘鲜’
字牌，卖‘稀’字货，做‘早’字文章，土地就会产
出高效益。”王战国信心十足地说，
“明年，俺准
备扩大早春农产品种植规模，赚更多的钱！”

商水县邓城镇许村 贫困村里培训忙
8 月 13 日上午，商水县邓城镇许村村室大院里热闹非凡，200 多名村民在参加炸油条培训，村民们在面点师的指导下学习
盘面、出坯子、下油条、翻油条等技术。许村是国家级贫困村，全村 3000 多口人，这次炸油条培训是该镇政府和周口市盐业局
驻村工作队联合举办的，目的是帮助该村群众尽快脱贫。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乔连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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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宁建鹏）
“真没想到，如今县里对农
村 集 体 聚 餐 管 理 这 么 严 ，这 是 好
事。今后，农民们再不用为集体聚
餐时的饮食安全担忧了。”8 月 16
日，郏县黄道镇后湾村党支部书记
张国顶告诉记者。
据张国顶介绍，8 月 8 日，该村
村民刘玉英儿子结婚，想在自己家
置办 20 桌酒席。村食品药品安全
信息员王晓杰带领刘玉英到镇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所进行了婚宴聚餐备
案登记，结婚当日，黄道镇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所所长宋国召一大早就带
领所里的 5 名同志赶到刘玉英家，对
他家集体聚餐用料、制作等过程进
行全程监督。
这只是今年以来郏县加强对农
村集体聚餐管理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为加强对农村集体
聚餐食品安全管理，防止群体性食
品安全事件发生，郏县食药监局按
照“事前有申报、过程有监管、事后
可追溯”的管理运行机制，通过备案

登记、持证上岗、现场监管，扎实做
好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工
作。
该县在利用广播、电视、报纸、
网络等渠道广泛宣传农村集体聚餐
食品安全知识与农村集体聚餐申报
流程的同时，对拥有健康合格证明、
食品安全培训合格证的农村厨师进
行登记造册，并在各村所在地进行
公示无疑后，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颁发流动厨师登记证，所有从
事农村厨师工作的人员必须持证上
岗。同时，每年他们还对全县流动
厨师的从业行为进行一次综合性评
价，向社会公开通报，公开投诉举报
电话，接受社会监管。对于食品安
全责任意识淡薄、诚信自律意识差、
群众反映不好的厨师取消其农村厨
师资格证，不能再从事该项工作。
截至目前，该县食药监局共登
记备案集体聚餐 360 余次，出动执
法人员 1500 余人次，下达责令改正
通知书 56 份，确保了农村集体聚餐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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