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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李水安赵华亭）“这

一年多，我们村的变化真大啊！”近日，许昌县陈曹乡尚

庄村村民尚明在接受采访时乐呵呵地说，“以前房前屋

后到处是垃圾、杂物，现在，垃圾有人管了，文化广场修

起来了，胡同两边还修了花池、建了文化墙，走到哪里

看着都舒心。”

初秋时节，行走在绿荫如盖的法桐下，笔直的水泥

路面干净整洁，路边争奇斗艳的格桑花开得格外耀

眼。老人们坐在树荫下纳凉、聊天，旁边懒洋洋地卧着

的小狗十分可爱，几只调皮的小猫在林间追逐，孩子们

在村内小广场里开心地做着游戏……眼前和谐、美丽

的画面正是陈曹乡“双创”村——尚庄村的真实写照，

到过尚庄村的人无不流连忘返。

自2014年9月份以来，许昌县各级领导干部积极

行动，广大群众广泛参与，大力开展“金秋行动”、“春雷

行动”、路域环境集中攻坚行动等一系列活动，强化措

施，狠抓落实，打造了一批环境整治亮点村、示范村，全

县城乡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城乡环境事关民生、事关发展。许昌县创建办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推动全县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进一步迈向深入，今年年初，许昌县在全县开展了

“三治两创”（整治路域环境、整治镇区环境、整治私搭

乱建，创建党建示范村、创建美丽宜居村）活动。

为全力推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再上新台阶，许昌

县成立了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指挥部，县级

领导分片包干，县乡村层层分解任务，责任到人。为了

便于考核，明确目标，该县制定了路域环境整治标准、

镇区环境整治标准、党建示范村创建标准等，该县创建

办按照各项标准，随时抽检，定期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

通报。

典型勤引路，润物细无声。该县各乡（镇、办事处）

把党建工作与“美丽宜居村”创建结合起来，着重打造

既是党建示范村又是“美丽宜居村”的“双优”村。各责

任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分别成立相关领导组织和

机构，抽调专门人员调查摸底，建立问题台账，集中人

力、物力解决当前路域环境、镇区环境、村庄环境等方

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迅速掀起“三治两创”活动热潮。

“今年以来，县委、县政府坚持把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纳入重点民生工程，作为一项中心工作来抓。

全县上下统一思想，再擂战鼓、再增干劲，坚决打赢环

境整治攻坚战，真正把这项利民惠民工程打造好，把美

丽许昌建设好，以更好的整治成效，提升城市品位，带

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最终实现为民惠民。”许昌县委

书记赵庚辰说。

许
昌
县

本报讯（记者田明）9月6日

记者从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召开

的“十二五”河南学生资助发展发

布会上获悉，今年，我省考上大学

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将有一系

列资助政策确保他们“入学前不

愁，入学时不愁，入学后不愁”。

近年来，我省学生资助政策

体系进一步完善全省高校对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实现

了“三不愁”：一是入学前不用

愁。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可向

家庭所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提出

申请，办理贷款用于支付学费和

住宿费。二是入学时不用愁。如

有新生实在不能筹集到足够的上

学费用，可以通过新生入学“绿色

通道”直接报到入学。三是入学

后不用愁。学校对通过“绿色通

道”入学的学生和申请资助的其

他学生，采取不同的措施给予精

准资助。

“十二五”期间，我省实现了

对省内高校就读学生和省外高校

就读的河南籍学生的全覆盖和

“应贷尽贷”。将本专科学生国家

助学贷款最高标准限额由6000

元提高到8000元，研究生国家助

学贷款最高限额由6000元提高

到12000元；将国家助学贷款还

款期限延长至学制加13年、最长

不超过20年，还本宽限期由2年

延长至3年；继续攻读学位和因病

休学期间实行财政贴息；相应提

高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

和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单位就业学

费补偿贷款代偿标准，相应提高退

役士兵考入高校的教育资助标准。

今年，我省考上大学的贫困生将有政策资助

学费没凑够 直接先入学

特色农产品在农洽会上成“明星” 2版

正阳县

上下齐心脱贫攻坚 7版

灵宝市焦村镇

为企业家送上暖心“大礼包”
修武县

2版

今日导读

本报讯（记者黄华）9月7日上午，第十九

届农产品加工业贸易投资洽谈会举行第二次

新闻发布会，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副

主任李叡就会以的总体情况及会议取得的主

要成果等进行了通报。

李叡说，本届农洽会主要取得了以下4项

主要成果。一是内容丰富，针对性强。今年农

加工洽谈会新增加了农产品加工业与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论坛，邀请农业部规划设计

研究院首席科学家、中国农大知名教授等专家

学者，围绕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宽增收

链，以农产品加工业和休闲农业为引领，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以农业提质增效为目标，促进

一二三产业有机整合、协同发展等内容开展研

讨交流，为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发挥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二是签约项目数量多，投资规模

大。会议期间共签约亿元以上重点投资项目

185个，投资总额582亿元。签约农产品采购

和贸易项目142个，贸易额62亿元。签约科

研成果转化项目178个。三是展示贸易层次

高，参展企业多。本届总展出面积近3万平方

米，内设国际标准或特装展位2500多个，来自

境内外4800多家企业参展。四是会议组织严

密，安全有效。

本届农洽会还评出金奖产品26个，优质

奖103 个。其中：金奖产品中粮油制品11

个，畜禽及水产品2个，果蔬制品5个，其他

类8个。

9月7日，在第十九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农机展区内，一台价值100多万元的拖拉机吸引了众多参会农民的目

光。据了解，这台来自德国的道依茨法尔DF2104型拖拉机，配备欧Ⅲ排放道依茨电控高压共轨发动机和27+27档变速箱，3区段动力

换挡，并配备有空调、导航等全数据操控系统的低碳环保拖拉机。 本报记者 黄华摄

本报讯（记者田明）经过5个

月的推荐和评选，10名2016河南

最美教师近日出炉。他们分别是

洛阳市汝阳县王坪乡孤石小学教

师孙克会、安阳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梁琰、焦作市武陟县大封镇司马岗

小学教师王桂香、濮阳市濮阳县徐

镇镇昆吾社区小学教师杨承、河南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余国庆、驻

马店市西平县五沟营镇洄浀赵小

学教师赵文义、河南省实验中学教

师常庆卫、河南中医药大学教授朱

现民、河南大学教师张晓晖、河南

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樊珂。

9月9日，我省将在省人民会

堂庆祝第32个教师节的表彰大会

上公布评选结果，并对评选出的这

10名2016河南最美教师进行颁

奖，同时授予当选教师为河南省师

德教育专家称号。河南省教育发

展基金会还将对2016河南最美教

师每人给予1万元的奖励。

据悉，今年3月24日，为积极营

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省委宣传

部、省教育厅、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联合组织开展了“河

南最美教师”评选活动。该评选活动

自去年首次开展，将每年开展一次。

具体由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教育时

报社、省教育发展基金会承办。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9月7日，记者从省

粮食局获悉，截至9月5日，全省累计收购小

麦195.33亿公斤，比上年同期增加11.52亿公

斤，收购进展顺利。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收购的近200亿公

斤粮食中，按最低收购价收购110.42亿公斤，

比上年同期增加25.41亿公斤，平均收购价

2.40元/公斤，比上年同期减少0.02元/公斤；

按市场价收购84.91亿公斤（其中：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收购12.87亿公斤，其他企业收购

72.04亿公斤），比上年同期减少13.89亿公

斤，市场收购均价2.22元/公斤，比上年同期

减少0.12元/公斤。

据来自中储粮河南分公司的数据显示，9

月1日至9月5日，按最低收购价收购3.59亿

公斤，市场价收购2.63亿公斤。

2016河南最美教师评出

我省夏粮收购进展顺利

第十九届中国农洽会
硕果累累

“百万身价”拖拉机惊艳农洽会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8月31日，省委省政府正式印发《关于贯

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实

施意见》和《关于加快推进郑洛新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为推动郑洛新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释放出强大的政策红

利。

从5月27日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正式亮相，到这两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出

台，短短三个多月时间，我省加快建设郑洛新

示范区迈出实质性一步。

创新驱动，中原潮涌。

应运而生——
河南迎来创新驱动发展重大机

遇，这是厚爱，是鼓舞，更是鞭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创新”提到“五大发

展理念”之首，把创新发展放在我国发展

全局的核心位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G20峰会上再次强调，站在新起点上，建

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是中国发

展的迫切要求和必由之路。建设一批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正是我国推进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的

重要抓手。

2014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研究确定，

要在东中西部再建设一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让先行先试政策在更大范围、更多地区发

挥效应，进而构建富有活力的区域创新体系，

探索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依靠创新驱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模式。

消息一出，河南省委、省政府敏锐意识

到，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河南迎来的

又一重大发展契机，事关河南能否在攻坚转

型、区域竞争中抢占有利位置，事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大局。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立足当前、着眼

长远，省委省政府抓关键、抓大事，专门成立

示范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省委书记谢伏瞻

亲自挂帅，精心统筹。从2014年12月2日

省政府正式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建立自主创新

示范区的请示，到2016年4月5日郑洛新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正式获批，时间仅仅过去

17个月。

“示范区获批，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

河南改革发展的关心与厚爱，这是对我们极

大的鼓舞和鞭策。”谢伏瞻强调，“建设郑洛新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国家赋予河南的又

一重大战略，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动

力转换的重大工程，是弥补我省发展短板的

重要抓手，是河南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重大机遇和重要实践。”

使命光荣——
引领发展，支撑崛起，创新驱动

让中原更出彩

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家族的“新成

员”，郑洛新示范区就是要打造“一中心四

区”，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原创新创业中心

和开放创新先导区、技术转移集聚区、转型升

级引领区、创新创业生态区，成为河南创新驱

动发展的核心载体。

国家战略之所以选择郑州、洛阳、新乡，

是因为三地不仅是辐射八方、连天接地的交

通枢纽，还聚集了全省53%的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45%的上市企业、76%的新三板挂牌企

业、47.6%的科研人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9.4个百分点……这片

“黄金三角区”，是我省创新资源最集中、创新

体系最完备、创新活动最活跃、创新成果最显

著的创新高地。

郑洛新示范区正是创新驱动发展的“试

验田”，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领头雁”。它通

过补齐创新短板、集聚创新资源、提升创新能

力，全力推动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

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为创新

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提

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开拓广阔空间，促进经济

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精细、结构更合理的阶

段演进。

郑洛新，这三个昔日互帮互助的“好邻

居”，不仅在示范区的平台上变成亲密无间的

“一家人”，协作联动、一体发展；还将“大家手

拉手，齐步向前走”，融合创新链，升级延展产

业链，闯出一条创新发展新路子，真正对全省

其他地区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努力把中原全

域打造成适合创业、适宜创新之地，共同推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

深程度发展。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决胜阶段，也是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

冲刺阶段。国家统筹推进“四大板块”与“三

个支撑带”战略组合，亟须河南加快融入。通

过郑洛新示范区建设，聚集资源，先行先试，

释放能量，向东与海上丝绸之路链接，向西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融合，向北与京津冀对接，向

南与长江经济带联动，构建国家区域发展新

格局的重要战略支撑点。同时，与邻近的武

汉东湖、长株潭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共同

发力，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创新发展，为决胜

全面小康奠定坚实基础。

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

所说，“建设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

利于发挥河南区位和交通枢纽优势，有利于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有利于加快中原崛起河

南振兴步伐，让中原更加出彩。”

▶下转第二版

创新引领发展 建设出彩中原
——全力以赴建好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河南日报编辑部

9月7日，被誉为中国传媒市场风向标

的“2015-2016中国报刊经营价值排行榜”

在南京揭晓。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河南

日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大河报官方微信

分别上榜，在不同领域的媒体矩阵中分别

“挺进”全国十强。其中，河南日报再次荣膺

全国省级日报十强第6名，这也是河南日报

第七次获得该项殊荣。

据了解，本次排行榜共评出7个大项、

130个奖项。在“全国省级日报十强”中，河

南日报入选，排名第6；在“全国都市报三十

强”中，大河报入选，排名第7；在“全国报刊

新媒体三十强”中，大河客户端、大河报官方

微信分别入选客户端类、微信订阅号类全国

十强。

近年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始终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不断推进各项改革创新，加快转型创新步

伐，推进媒体融合，开展多元经营，公信力和

竞争力大幅提高，品牌影响力和综合实力日

益增强。报业集团所属河南日报立足党报

定位，实施综合改革，加强活动策划，创新经

营思路，实现逆势增长，连续多年跻身全国

省级日报十强；大河报在艰难中继续坚守品

牌价值，积极探索改革转型之路，连续多年

入选“全球日报发行百强”和“全国都市报三

十强”前十名。报业集团积极推进媒体融

合，努力打造全天候、全媒体、全覆盖的新媒

体服务体系。目前，已经形成了纸媒、网站、

手机报、“两微一端”、户外媒体的全媒体矩

阵，有效增强了党媒的传播力、引导力、公信

力和影响力。

“中国报刊经营价值排行榜”由中国报

刊经营大会组委会联合国家广告研究院青

年生态研究中心、中国广告协会报刊分会、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央视市场研究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电通广告有限公司、清博

大数据平台、中国传媒经营网共同完成。榜

单以“评价中国报刊经营及其新媒体价值和

经营能力，展示中国报刊经营及其新媒体竞

争实力，影响和引导广告主和广告公司对报

刊及新媒体的投放行为”为目的，由行业协

会主导，市场调查、科研学术机构全程参与，

历经一年的监测考量评估，是对中国报刊年

度经营价值的一次全面评估和权威发布。

2015-2016中国报刊经营价值排行榜揭晓
河南日报再次荣膺全国省级日报十强 大河报荣膺全国都市报三十强

□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丁艳敏 寇洵 段伟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