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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呼吁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
与时俱进、
创新发展，
共同创造
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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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修武 美学经济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村乡金岭坡村的特色，
“云上的院子”项目
的实施，让这个昔日残败的古村焕发出勃
去年 8 月以来，美学经济成为修武县 勃生机。该项目总投资 2.3 亿元，占地
经济的新增长点。今年一季度，修武县生 246 亩，总建筑面积 2030 平方米，接待办
产总值完成 36.1 亿元，同比增长 8.6﹪，分 公区、合院式住宿区、庭院式住宿区、山景
别超国家、省、市平均水平的 22、0.7、0.2 房、夜话吧、餐饮区应有尽有。一进院子，
个百分点，实现了开门红，且增长势头仍 眺望远山，云雾腾腾，石头铺就的山路蜿
在持续上升，后劲实足。
蜒曲折，民宿建筑以旧石屋为主，木制为
实际上，把美感生活和产业发展相结 辅，依山而建，散发自然之美。
合的商业活动，就是美学经济。它和科技
目前，修武县围绕云台山水打造的古
经济平行，强调在建筑、旅游、乡村振兴、 村落、民宿村、民俗村 30 多个，成为云台
文化创意、工业产品中突出美学理念，从 山水之外的又一景观，给该县旅游业带来
而创造美学价值，实现和科技价值相同的
效益和利润倍增。
■点评
这几天，五里源乡人大主席薛朕方很
忙，他负责的扶贫项目蜜宝甜瓜、彩虹西
瓜已到成熟期，预订非常火爆，仅微信、网
上预订付款就近 7 万元。薛朕方兴奋地
说：
“产品之所以热销，除了瓜的品质好之
外，你看看这包装箱，精致、高档，东西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民对美好生
然卖得好，这就是美学经济的魅力。”
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
修武县坚持把云台山景区作为全域
党的十九大在对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出现
旅游的动力源泉，并将美学经济理念融入
转化做出最新判断之后，总书记对我党
其中，赋予云台山水更深层次的内涵，加
奋斗目标做出的具有质的规定性的战略
快从数量向质量、从门票向产业转型，民
指引，也是对“美是生活”的新时代诠
宿村落、古村落、民俗村等如雨后春笋般
释。修武县委、县政府精准透彻地领会
涌现。原来的农家乐变成了精品民宿，昔
了党中央的最新发展战略，以美学经济
日的山野小村如今游人不断，浓浓的文化
对标转型升级，以美景打造对标美好生
气息彰显着云台山水的独特魅力，也为村
活，以精美生产对标提质增效，区域经济
民们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带动了乡村振
量的猛增和质的提升互促共进。
兴。
表现在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云上的院子”是修武县发展美学经
往相呼应。“美”字的上下结构是“羊”和
济的又一个样板。满眼石头房、只闻鸡鸣
犬吠、古树老墙是毗邻云台山的修武县西 “ 大”。面对大个头儿的羊，使人观之悦
□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岳静

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美学是云台山的奇美山水，美学是云
云台古镇是修武县独具特色的项目， 台山风景区的贴心服务，美学是“云上的
该项目打通了“景城融合”的通道，填补了 院子”的民宿标杆，美学是村级党组织阵
云台山旅游休闲度假的产品空白，提升了 地的庄严神圣。如今的修武县，各行各业
城市品质。该项目工程占地 700 亩，投资 都秉持美学经济的理念，美学已融入该县
20 亿元，总建筑面积 20 余万平方米，其建 发展的方方面面，浸润着城乡大地，成为
筑呈修武古唐风格，以韩愈文化为主线， 贯穿全县发展的主旋律。
以传统文化结合现代科技，形成一个集
“美学经济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大型古镇文 ‘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具体落实，
化旅游项目。项目建成后，年接待游客达 是工业基础薄弱的传统农区实现产业升
300 万人次，可实现年收入 6 亿多元，为修 级的最佳路径。”对于美学经济，焦作市委
常委、修武县委书记郭鹏这样诠释。
武县提供就业岗位 1 万个。

悟透了高质量发展的要义
□省委政策研究室 王民选

目、食之赏心，满满的生活幸福感。彩虹
西瓜、蜜宝甜瓜把美有机地嵌入了经济；
“景城融合”通道衔接了城乡文明要素、
承载起一体化发展支撑，自然美与艺术
美交织交融，必将打造出边际收益几何
级递增的美学经济走廊。
表现为与时代发展趋势相协调。创
新是时代发展的主题。修武县以传统文
化结合现代科技打造的大型古镇文化旅
游项目，利用比较美感唤醒人们的崇高意
识，挖掘沉睡的文化编制演绎出美学经
济；围绕云台山水打造古村落、民宿村、民
俗村，自然美转化为社会美，让游人在山
水之间追慕古贤“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

新机遇 大融合 聚优势 谋共赢

第二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下月开幕
本报讯（记者李政）5 月 14 日，省政
府召开第二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组委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安排部署大会的相关
工作，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话。
据悉，第二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经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河南省政府会
商，定于 6 月 18 日至 23 日在郑州国际会
展中心举办，并将于 6 月 21 日举行开幕
式。大会以“新机遇、大融合、聚优势、谋
共赢——创新转型增活力，提升产业促
发展”为主题，拟展示交易面积 65000
平方米，参展参会人员 3 万人。届时，全
国各主要产粮省份将组团参会，国内粮
食行业知名企业和重要采购商也将应邀
参展，这将为我省全面展示粮食大省形
象提供重要机遇，为河南农业品牌塑造
与产品销售搭建重要平台。
会上，第二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组

委会的各成员单位，就如何办好大会提
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在听取各成员单
位负责人的发言后，武国定指出，办好粮
食交易大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是全面展示河
南粮食大省形象的重要机遇，是促进我
省粮食产业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各级
各部门要精心组织，高质量做好各项筹
备工作。要严格把关参展企业，认真筛
选各地的名、优、特、精产品进行展示，努
力将我省展区打造成具有河南特色、富
有科技含量、展品丰富多彩的精品展
区。要通过这次大会扩大合作成果，在
招商引资上、产销对接上、技术合作上，
加强对接衔接，确保取得更多更大成
果。要加强领导，明确分工，落实责任，
强化保障，细化各项方案，热情周到服
务，确保交易大会圆满成功。

漯河市农信办获市委嘉奖表彰
高远情怀；
“云上的院子”等把农耕文明活
化、使民俗文化活跃……借助于创新，使
古、土、俗之真焕发出赏古朴、忆初心、蕴
乡愁的美感体验。美感是引导人们更好
生存的一种情感，这种情感正是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修武县
的创新是完全符合时代要求的。
表现为与高质量发展相一致。美学
经济的实质是跳出经济抓经济，更高起
点谋发展，着眼长远说发展。修武县在
追求发展速度和数量的基础上，更加着
力转型发展，更加注重质的提升，更加注
意协调与统筹，可谓站在云台山巅的“云
策划”、大手笔。

竖起粮食行业标杆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钮丽
李新涛 周光辉）5 月 14 日上午，在漯河
市召开的 2018 年度县级领导班子综合
考评评价讲评会议上，漯河市农信办荣
获“2018 年度驻漯单位领导班子综合考
评二等奖”。
漯河市委书记蒿慧杰对漯河市农信
社在开展银企对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助推全市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表
示肯定，并在讲话中指出：
“省农信社漯
河市办公室深入开展银企对接，主动为
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为助推全市实体经
济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漯河市农信社认真贯彻落
实省联社党委和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决
策部署，全力发挥资金实力雄厚、网点覆

盖广的优势，大力服务实体经济，加大信
贷投放，深化银企对接，加强风险防控，
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注入“农信力
量”，各项业务发展稳中向好，好中见强，
展现了地方金融主力军的责任担当。为
此，漯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作出
批示肯定其所取得的成绩。
“荣誉的获得，既是鼓励，更是鞭策。
我们将在省联社党委和市委、市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
在人民银行和银保监等部门的
支持和指导下，
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
加快
改革发展，
进一步奋发有为、创优争先，
为
深入落实新时代
‘四三二一’
工作布局、全
面推进
‘四城同建’
，
以漯河更加精彩为中
原更加出彩增添浓彩做出新的更大贡
献。
”
漯河市农信办主要负责人徐峰说。

河南粮食行业系列评选活动启动
即日起，
十大领军人物、十大标杆企业、十大知名品牌三大系列评选开始报名
本报讯（记者王建立）筑牢中原粮
仓，守好国人饭碗，保障粮食安全，河南
粮食行业尽锐出战。中原大地，谁是标
杆？5 月 16 日，河南省粮食行业十大领
军人物、十大标杆企业、十大知名品牌
评选活动正式启动，将为您挖掘河南粮
食行业中坚力量，寻找中原粮食行业标
杆。
作为农业大省，河南粮食生产对全
国 影 响 举 足 轻 重 。 近 些 年 ，我 省 围 绕
“农业强”的目标，调结构、提质量、增动

力，打造粮食生产核心区，扛起粮食安
全重任，在粮食行业涌现出一批领军人
物、标杆企业和知名品牌，引领河南粮
食行业转型升级快速发展，展现了新担
当新作为。
本次活动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河南日报农村版、河南省粮食行业协会、
河南省粮食经济学会联合承办，旨在强产
业、铸品牌、树标杆，打造放心粮油示范企
业，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充分发挥典
型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动河南粮食产业品

牌群体崛起，让中原更加出彩。
即日起至 5 月 31 日，全省范围内的
面粉加工企业、大米加工企业、油脂加工
企业、杂粮加工企业、粮油食品加工企业、
粮食仓储企业、粮机企业与大型粮食贸易
企业等均可报名参加，有意者可登录活动
专 题 网 站（www.hnslshyxh.com）了 解
详情。
本次活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有序
的原则，全程接受社会监督。报名结束
后，活动组委会将组织专家进行初审，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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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奖项产生 20 个候选名额，然后进行网
络投票。网络票选结束后，评审领导小组
将综合专家评审意见、企业关键指标和公
众投票，分别评选出我省粮食行业十大领
军人物、十大标杆企业和十大知名品牌，
在媒体上予以公布。
据介绍，评选活动结束后，主办方还
将举行盛大颁奖典礼。届时，获奖代表将
登台发言，总结经验、分享成果，共话粮食
安全，让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
在自己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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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5 日，
柘城县慈圣镇李淮农民种植合作社理事长苗东霞（左一）在推介早熟西瓜。
2016年，
苗东霞流转土地种植西瓜，
并带动90多户贫困户务工增收。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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