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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届中国农产品加工投洽会收官
成功签约重点合作项目183个，总签约额821.7亿元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实地火炬传递活动9月7日上午

在郑州市举行，123名火炬手心心相印、

手手相传，传承民族团结薪火，续写民族

团结华章，展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进

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参加传递的123名

火炬手，包括56名来自全国各民族的代

表和67名来自河南省、郑州市的各界优

秀代表。民族代表和各界优秀代表交替

传递，寓意着56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

密团结在一起。

火炬传递到终点郑州市二七广场，

第123棒也是最后一棒火炬手张改平接

过火炬，跑完最后一棒，引燃火种盆。张

改平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士生导师、河

南农业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生命科学部咨询专家、第五届国家

农业转基因生物委员会委员。

说起作为最后一棒火炬手的感受，张

改平这样说，“这是一次民族团结的盛会，

作为火炬手，我感到非常骄傲也非常荣

幸。祝愿全国民族运动会圆满成功，祝愿

运动员取得好成绩，也祝愿祖国兴旺发达。”

本报讯（记者田明）9月7日，记者

从省教育厅获悉，在第35个教师节，我

省将继续开展“为教师亮灯”公益活动。

据了解，为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

围，省教育厅将继续开展“为教师亮灯”

公益活动。9月10日 20：00~21：00，

全省各市、县地标建筑及大中小学校等

地，将通过电子显示屏等以字幕滚动方

式为教师亮灯。该活动开始于 2018

年。

本报讯（记者田明）9月7日，记者

从省教育厅获悉，省教育厅会同有关部

门组织了今年教师节的12项庆祝活

动。

今年我省庆祝教师节的主题是：庆

祝新中国七十华诞，争做出彩河南教育

人。12项重点活动包括：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突出贡献河南教育人物宣传推介；

以李芳老师感人事迹为原型创作编排

的音画剧诗《星空》巡演活动；寻找最美

教师大型公益活动以及出彩河南人

2019最美教师颁奖典礼；“学习时代楷

模成就出彩人生”师德教育主题征文演

讲比赛和优秀案例评选；教育系统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活动；教育系统师

德标兵和先进个人表彰活动；高校辅导

员年度人物评选表彰活动；高校“大美

学工”评选表彰活动；中小学优秀班主

任评选活动；与共和国同龄教师好故事

征集活动；向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集体”——河南省教育厅思政处学习活

动；教师节当晚各地在标志性建筑“为

教师亮灯”活动。

河南省教育发展基金会还专门拿出

230万元，向受表彰对象颁发1000元至

10000元不等的奖金。

本报讯（记者田明）9月7日晚，“出

彩河南人”之2019最美教师宣传推介活

动结果揭晓，11位优秀教师获此殊荣，

并被授予“河南省师德教育专家”称号。

据悉，当选“出彩河南人”之2019最

美教师的分别是：书写笔直人生的“弯

腰哥”开封高级中学教师白冰；让数学

更好玩的“童话女王”濮阳市清丰县高

堡乡英满城小学教师王艳着；撑起山区

教育的“父子兵”南阳市淅川县大石桥

乡孙台希望小学教师方兴华、方书典；

学生技能大赛的“金牌教头”新乡职业

技术学院教师刘先生；“一带一路”科技

文化的推广传播者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教师张桂枝；大爱入微的全能教师三门

峡市卢氏县朱阳关镇莫家营小学教师

李杰；38年为学生执着摆渡的信阳市罗

山县彭新镇公山小学教师李化勇；永远

守望教室的中原名师郑州外国语学校

教师郑美玲；乡村学前教育的领跑者新

乡市辉县市西平罗乡中心幼儿园教师

郭文艳；深耕大地的科教融合践行者河

南大学教师傅声雷。

“出彩河南人”之2019最美教师宣

传推介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高校工

委、省教育厅、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

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自2015年开始，

每年一届，至今已连续举办五届。本次

发布仪式将于9月10日21：15在河南

卫视首播。

9月7日，在第十一届全国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的火炬实地传递中，火炬

手们不仅完成了民族圣火的传递，更实

现了民族情感的传递。

在火炬手投放车上，53岁的汉族火

炬手党永富正在和20岁的怒族火炬手

罗玥商讨着交接火炬时的舞蹈动作。

党永富是火炬传递的第92棒火炬

手，是河南一家生态治理公司的技术部

长，在和邻座的93棒云南火炬手罗玥交

谈后，党永富决定去罗玥的家乡云南考

察一番，帮助云南同胞治理土地。“我代

表云南人民感谢您！”得知党永富的计

划，罗玥有些意外，又有些感动。

“我搞土地治理30多年了，之前就参

加了河南省对口新疆的科技援疆行动，

让新疆巴里坤地区的化肥使用量减少了

20%，而农业产量平均提高了8%以上，

还有效治理了那边的土壤板结问题。”党

永富笑着说。在他看来，第十一届全国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民族之间沟通的

良好平台。“我们在接力时，不仅要传递火

炬，更要注重情感上的沟通，我要实实在

在地用科技为民族同胞们做点事情。”

党永富是2018年度中国农村新闻

人物、中国首枚联合国“科学之星”荣誉勋

章获得者。从2005年至今，他先后在全

国12个省近100个地区治理“癌症田”

2150多万亩，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300

多亿元，创造了整县推广应用以“节肥节

药、粮食提质增产”为核心的河南“西华经

验”和新疆“巴里坤模式”。

罗玥是来自云南代表团的怒族民族

代表，就读于云南民族大学。

本报讯（记者杨青）9月7日下午，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运动会的

一系列活动进行了说明。

据介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人民解放

军，以及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组成34个代

表团共7009名专职运动员，参加17个

竞赛项目、140个竞赛小项以及194个

表演项目的比赛。

本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期间，除了各项竞赛和表演项目之

外，开闭幕式以及民族大联欢活动都是

赛会的重点。开幕式的主题为“中华民

族一家亲，携手奋进新时代”，其中文艺

演出汇聚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舞

蹈。以“新时代、新征程”为主题的闭幕

式，将通过三个篇章展现“奋进新时代、

中原更出彩”的郑州实践。9月12日举

行民族大联欢活动。中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展是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发展的巨大成

就呈现得最立体、最丰富的一次展览，

内容涉及100多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学生为中华崛起而努力学习，教师甘做学子们成长道路上的人梯。9月4日，河南省

实验文博学校高中部语文老师潘聪（右四）在自习课上为学生答疑解惑。本报记者杜杰摄

本报讯（记者黄华）9月7日，记者从

第二十二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

洽谈会（以下简称中国农产品加工投洽

会）第二次新闻发布会获悉，会议期间成

功签约重点合作项目183个，总签约额

821.7亿元，其中5亿元以上项目78个，

10亿元以上项目33个。现场签约项目

18个，总签约额145亿元，10亿元以上项

目5个。

本届中国农产品加工投洽会，以“打

造农产品加工业升级版，奋进乡村产业

振兴新时代”为主题，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村创业创

新为目标，以投资贸易和技术提升为重

点，将“投资贸易洽谈、科技成果发布、

技术装备展示、科企银企对接、产品展

销推介、专题聚焦研讨”等六个功能融

为一体，成功举办了开幕式、重点项目

签约仪式、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扶

贫专场、农产品加工科研成果项目发布

推介与洽谈签约活动、乡村产业发展论

坛、河南—以色列高新农业技术对接活

动、中国（驻马店）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

园推介暨项目签约仪式等一系列重要

活动。

据了解，来自境内外7000多家企业

参展。重点展示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

级发展的新装备、新技术、新产品，突出

了创新、绿色主题，提升了展示的整体

性、新颖性、时代性。在境外企业展示

区，突出“一带一路”地区展示，深化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合作，释放国

际农产品加工合作共赢红利。同时，成

功举办了产业扶贫成果展，集中展示各

地扶贫取得的巨大成就。

会议期间，国内 260 多家知名农

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和科研单位，与农

业农村部定点扶贫县、“三区三州”深

度贫困地区、环京津贫困地区、大兴安

岭南麓片区等13个省（区）80多个贫

困县（市）的170多家农业企业和农民

合作社进行对接洽谈，有 11 个省 12

个单位将进行现场发布，推介本地特

色农产品，签约一批“基地直采”和“订

单贸易”合同，促进特色农产品顺畅销

售。

“本届大会上，无数个农产品加工企

业找到好伙伴，科研成果找到好‘婆家’，

采购商买到好产品，金融机构找到好客

户，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找到好买家，

成为农产品加工业结构调整的‘转化

器’、创新创业的‘孵化器’和产业升级的

‘提升器’，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显著

成效。”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

心主任 潘利兵说。

本报讯（记者黄华）9月7日，记者

从第二十二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

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河南正

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正花”牌呆小胖

焙烤花生果（咸香味）、河南朗陵罐酒有

限公司“朗陵”牌朗陵原酒-王者尊贵等

67个产品斩获金质产品奖，另有205个

产品荣获优质产品奖，其中来自国家级

贫困县的产品收获金质产品奖20个、优

质产品奖53个，占参评产品的27%。

据了解，本届大会共收到25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490家企业的937个参评

产品样品，其中13个省34个国家级贫困

县的78家企业、161个产品样品参评。

本报讯（记者黄华）9月6日，第二十

二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

开幕当天，100多家国内外知名大型连

锁零售、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电商经

销企业等采购商和500家全国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等生产商、供应商，与贫困地

区达成购销农产品意向75.6亿元。

来自产销各环节共600多家涉农企

业、合作社参与展示展销和洽谈对接，其

中有来自农业农村部定点扶贫县、“三区

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环京津贫困地区、

大兴安岭南麓片区等13个省区80多个

贫困县（市）170多家农业企业、合作社，

涉及种植、养殖、粮油、果蔬、肉制品、乳

制品、饮品、休闲食品、调味品、中医药等

11大类的农副产品。

“参展企业负起了社会责任，主动与

贫困地区对接，寻找特色产业发展的新

机遇，把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农业产业链

增值收益留给农民。”农业农村部乡村产

业发展司副司长吴晓玲说。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胡瑞琪）

9月6日，位于中国农产品加工投资贸

易洽谈会特色产业展示馆的正阳花生

展台热闹非凡，许多市民和客商纷纷品

鉴高油酸花生等系列产品。

“我们的170万亩正阳花生通过农

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正阳花

生产业去年的综合收入达148亿元，品

牌价值达98.54亿元，正阳花生‘双百

亿’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驻马店市政

协副主席、正阳县委书记刘艳丽的解说

又引起了新一轮的围观。

正阳县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走出

了一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取

得了“中国花生之都”“国家花生良种繁

育基地”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9月5日，河南红旗渠经济开发区税务局联合林州市柳林村党员干部40余人赴山

西省长治市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八路军总部旧址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进一步激发

了大家的爱国情怀及献身本职工作的热情。李彦军摄

9月5日，民权县褚庙乡财政所党员帮扶干部到73岁贫困户杨如河家中走亲戚。

中秋节即将来临，该县党员干部纷纷到所联系的贫困户家走亲戚，落实帮扶措施，提升帮

扶成效。周长桥 冯涛摄

9月6日，第二十二届中国农产品加工投洽会上，驻马店市政协副主席、正阳县委书记刘艳丽在向嘉宾推销正阳花生。正阳县170

万亩花生通过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花生产业去年综合收入达148亿元，品牌价值达98.54亿元。本报记者黄华摄

全省各地将“为教师亮灯”

“出彩河南人”之2019
最美教师揭晓

我省12项活动喜迎教师节
230万元奖励优秀教师

67个产品获金奖

600多家企业签约贫困地区农产品75.6亿元

正阳花生
“走红”农洽会

火炬交接中的约定

运动会系列活动精彩纷呈“作为火炬手，
我感到非常荣幸！”

□本报记者杨青

□本报记者杨青

聚焦第二十二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

关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