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我省黄河滩区脱贫攻坚

工作的持续开展，当地群众生活改善收入

提高，要持续推动滩区的发展，有效利用闲

置的滩涂、淤积土地，可大力发展牧草产

业，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又一助力。”1

月15日，省政协委员、省国土资源厅老干

部处处长彭显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了

自己的真知灼见。

彭显文认为，要大力提高黄河滩区的

群众生活水平，就要树立调结构、增优势、

促增长的现代畜牧业发展理念，结合沿黄

滩区实际，大力扶持引导发展黄河滩区牧

草产业。首先，我省黄河滩区的滩涂、淤

积、盐碱土地，无法种粮高产。而潮湿淤积

的土地恰恰能产出优质的牧草，有效解决

了土地闲置问题。

其次，我省许多养殖企业往往需要从

国外进口牧草，成本极高。而在家门口大

面积种植牧草，就能降低我省畜牧业的生

产成本。牧草蛋白质含量高，可替代粮食

喂羊、喂牛，同时有利于拉动黄河滩区畜牧

业的发展。

但是，目前我省黄河滩区的租地成本

相对偏高，每亩达到600～1000元。呼吁

政府尽快出台补贴政策，提高农民大面积

发展牧草的积极性，这样不仅能帮助当地

农民脱贫致富，还能涵养水源，切实改善滩

区的土壤，促进自然风貌的恢复，大大提高

土地的使用效率。

“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中原

文明能否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大力发

展文化市场，不断发掘中原文化价值，符

合时代发展需要；文化市场的复兴，不仅

能够满足精神文化需要，更有利于促进旅

游经济的发展，为中原崛起奠定良好的基

础。”1月15日，省政协委员、河南帮太食

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伟民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如是说。

近年来，我省坚持开展传统村落评选，

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为保留中原文化的根

脉，弘扬中原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

是，我省许多地方还没有发展文化市场的

意识，仍然津津乐道于房地产经济。

赵伟民认为，首先，政府有关职能部

门应该深入研究和发掘中原文化，大力发

展各地文化市场，高标准规划建设富有地

方特色的文玩收藏市场、文化演艺市场、

特色餐饮市场等，增加城市内涵，提高城

市文化文明，为经济发展、城市崛起注入

活力，增添动力，丰富各地人民群众物质

文化生活。

其次，政府部门应制定优惠政策，引

导文化消费，扶持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消

费能够提升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提高城

市文明程度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完善

消费政策，建立文化产品估价评估机制，

允许文化产品抵押交易，为文化产品交易

提供平台和便利。

“我省传统农业经济效益的增值空间

已很有限，必须寻找提高农业生产经济效

益的新路径。发展保健型农业，鼓励发展

保健型农产品，既可使人们正常用餐的同

时，起到保健身体作用，又可提高农业生产

的经济效益。”1月14日，省政协委员、河南

省跑马岭地质公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田

开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田开喜说，近年来，我省已涌现出了一

批保健型农业生产企业，产生了一定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对整个保健型农业

生产的带动作用还不是很明显。

为发展我省保健型农产品生产，田开

喜建议：首先，提高保健型农产品的社会认

知度。我省现有的保健型农产品生产企业

应该先选择主打产品到影响较大的医院进

行保健功能的临床验证，出具具有资质的

验证报告，提高广大群众对其产品的认可

度。

其次，转变理念，大力支持保健型农产

品的开发与生产。建议农业生产管理部门

工作人员应转变理念，尽快接受新事物，了

解保健型农产品，制定相应的管理规范。

另外，制定标准，发展保健型农产品生

产有章可循。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制定保健

型农产品生产的标准，规范育种、种植、加

工等整个生产过程，制定保健型农产品分

类、有效成分含量等标准，让保健型农产品

的生产、销售、管理、使用等有章可循。

“目前，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严

峻，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针对我省情

况，应该在大力防治改善已经污染土壤

的基础上，积极出台政策，保护没有受到

污染的土地。”1月15日，在探讨土壤污

染防治时，省政协委员、平顶山市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局局长王淑敏提出了自己的

见解。

王淑敏说，土壤污染已成严峻态势，

如何保护未被污染的土壤，是个迫在眉睫

的难题。广大农村地区，农民在种地施肥

时多数还是依靠经验，这样往往多施化

肥，多喷农药，造成严重的土壤污染。

因此，我省应该积极出台政策，制定

标准。首先，各地应因地制宜制定化肥使

用标准，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切实改

善土壤质量，减少不必要的化肥使用。其

次，我省还应尽快出台农药生产标准，从

上游控制农药生产企业按制定好的标准

统一生产，多生产低毒农药。这样有利于

土壤污染的改善和控制，防止药剂污染面

积继续扩大。

此外，我省各地相关部门应严格管控

除草剂企业的生产，督促企业减少或停止

生产除草剂。虽然农民使用除草剂简单

省事，但过度使用会加大土壤污染的程

度。研究表明，除草剂可使农作物的营养

成分含量降低，从而导致粮食中所含的某

一营养成分缺失。

1月13日，安阳市农信社系统举办“超越梦想，共创辉煌”迎新春联欢

会，节目精彩纷呈，展现了安阳市农信社系统4000名员工昂扬奋进的精神

风貌。去年，安阳市农信社资产总额660.18亿元，各项存款余额568.73亿

元，较年初净增56.03亿元；各项贷款余额268.56亿元，较年初增加32.31亿

元，存贷款规模均居安阳市银行业机构首位。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牛慧摄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

左瑛君李全林）1月13日晚，“德耀

葛天——长葛市2016年道德模范

颁奖典礼”在该市会议展览中心举

行。颁奖典礼开篇由《长葛市2016

年度大事记》拉开帷幕，围绕“长葛

记忆、长葛故事、长葛精神、长葛荣

耀”四个篇章展开，依次展示了“最

美”系列人物、“感动长葛”道德模范

的先进事迹，并对6个“最美”系列和

4个道德模范系列共23个人和一个

团体进行了表彰。

据悉，长葛市已连续五年开展

道德模范评选，有力促进了公民道

德素质提升，为经济社会跨越发展

提供了强大道德引领和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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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牧草产业
助力滩区发展

——访省政协委员、省国土资源厅老干部处
处长彭显文

防治土壤污染
须从源头控制

——访省政协委员、平顶山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局局长王淑敏

□本报记者田明/文李躬亿/图 □本报记者田明/文李躬亿/图

发掘中原文化
引导文化消费

——访省政协委员、河南帮太食品有限
公司董事长赵伟民

□本报记者杨青文/图

开发保健农业
提高经济效益

——访省政协委员、河南省跑马岭地质
公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开喜

□本报记者杨青文/图

两 会
影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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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政协委员讨论报告。

图② 政协委员听取发言。

本报记者李躬亿摄

长葛表彰道德模范

万人同唱一首歌
过年红包等你拿

你还以为现在的河南，仅仅是

一个农业大省？

你还以为河南的工人很一般

么？

你还以为河南的工业很落后

么？

你还以为河南制造的产品很

low么？

NO!

2016年前11个月，中信重工工

人创客群，共开展攻关活动926次，

取得成果107项，固化先进操作法

83项，申报专利13项，发表论文12

篇，在节能降耗、经济创效方面创造

价值4420.3万元。

2017年 1月 10日，宇通客车

2016 年销量再创新高，达 70988

辆，连续14年蝉联中国大中型客车

销售冠军，销量保持世界第一。其

中，新能源客车销量占客车销售总

量近四成，销量同比增长超过30%。

2017年1月13日，目前国产铁

路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原

一号”在航空港成功始发。“中原一

号”盾构机成功始发，标志着目前国

产最大直径掘进装备关键技术研究

与应用又取得新的突破，刷新了我

省的盾构机施工纪录。

河南，正昂首阔步，向着先进制

造业强省目标迈进！

★ 扫描下方二维码，立即查

看，河南报业全媒体重磅策划的“四

个强省”之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篇。

（河南报业全媒体策划·河南手

机报编辑部出品）

本报讯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刘江浩）近年来，“四张牌”渐渐成

为省内热词。可是不少人不知道什

么是四张牌，它们是怎么来的？今

天，我们用一种活泼的形式，给您呈

现出一个严肃的时政话题。由河南

报业全媒体策划，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出品的“打好四张牌 中原更出彩”

全景H5，今日新鲜出炉。

两年多前，河南省经济发展拿

到一手“好牌”，2014年5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希望

河南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和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及竞争力，着

力打好四张牌，这就是“四张牌”的

由来。

去年的省十次党代会报告中，

把着力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列入

今后五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概括地

说，四张牌就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创新驱动发展、基础能力建设、新型

城镇化，省内各界普遍认为，“四张

牌”把准了河南发展脉搏，切中河南

省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重大关键问

题，完全符合河南发展实际。

这么严肃而又重大的发展战

略和路径，如何让老百姓在轻松、

愉悦中留下深刻印象呢？由此，我

们推出“打好四张牌 中原更出彩”

全景H5，小小的屏幕上，轻松划拉

几下，在全景的立体视角中，感受

到河南的发展成就，再配以生动有

趣的图片，添加动听的背景音乐，

让全省老百姓记住，河南要打出哪

四张牌。

你还以为今天的“made in
HENAN”很low么？

“打好四张牌 中原更出彩”
全景H5新鲜出炉

发扬民主 择优选用
◀上接第一版 他在乡镇事业单位岗位上

工作了18年，工作勤勉，成为最近十几年

来仪封乡首个从事业编进入乡党委班子的

人员。

仪封乡乡长闫登峰介绍，本次换届选

举，仪封乡一共选举出党委委员9名，年龄

最大的47岁，最小的27岁，平均年龄37.8

岁，学历均在大专以上，最高为研究生学

历。

27岁的党委委员李冉是此次仪封乡党

委班子最年轻的成员。此前，他在兰考县督

察局工作，正赶上兰考城市建设大发展时

期，项目众多，他经常半夜进行督查工作，平

均每天休息四五个小时，工作实绩有目共

睹。

李冉说，这次换届选举，是自己人生的

重要转折点，从县直单位到乡镇基层，是一

种挑战和考验，“感觉在这里的责任更重

了。”

换届后担任仪封乡党委副书记的张升

奇是兰考县第一批扶贫标兵，过去一直在县

委办公室工作。“得到了群众的认可，自然也

会得到党委政府的认可。”他说，扶贫工作为

自己到乡镇工作奠定了基础，增强了信心。

换届选举，将优秀人才选拔进班子，得

益于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闫登峰乡长介绍，

此次换届选举实现了全乡37个支部1070名

党员全覆盖，高龄老党员及在外打工的流动

党员全部参与。

27岁的党员代金胜是在上海打工时接

到乡里电话，通知他参加换届选举的。“这次

换届选举，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党员行使了应

该行使的权利。打电话的时候，村支书专门

打开免提，让所有人都能听见我的说话和表

态，公平公正。”代金胜说。

此次换届，仪封乡共推选出党代表101

名，其中农民代表44名，工人代表11人，干

部代表21名，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代

表21人，大学生村干部代表4人。“这些代

表，都是全乡党员中的优秀分子，充分体现

了代表的广泛性。”闫登峰说。

2016年底，在兰考县开展的五项重点

工作观摩讲评会上，仪封乡在全县所有乡镇

里位列前三。

◀上接第一版

第一步：录制视频

用手机的录像功能录制自己的

演唱视频。请将视频分辨率设置为

1280×720像素。

第二步：上传视频

进入河南日报农村版公众号

（若没关注可搜索hnrbncb添加关

注），点击右下方“好声音”进入上传

界面，按照提示操作。

最后提醒：红包发放按视频上

传先后，前一万名人人有份，先到先

得！特别优秀的，我们将特邀您走

进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年会大舞台，

并有意外重奖！

想不想有个惊喜？快快动手，

拿起手机，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