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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黄津丽 冯云丽

“这个消息太令人振奋了，对南
乐生物基材料产业的发展是一次巨
大的机遇。”6月 8日，南乐县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主任陈志广高兴地说。

在新鲜出炉的《加快白色污染治
理促进美丽河南建设行动方案》中，
我省排出了新的“限塑”时间表：今年

年底前，将在郑州、洛阳、濮阳、许昌
等 4个试点市的城市建成区，禁止、
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
用，加快推广使用环保布袋、纸袋等
非塑料制品和可降解塑料替代产品。

白色污染已是全球公害，绿色
环保材料“应需而生”，特别是生物
降解材料，成为治理白色污染的“奇
兵”。

玉米芯和玉米秸秆经过复杂的

化学过程，转化为液化制糖、L-乳
酸、聚乳酸等工业原料，最终变为可
降解的塑料袋、农用薄膜、水稻育秧
盘、服装等终端产品——国内唯一
完整的生物基材料产业链条在我省
初步形成，“安家落户”在南乐县国
家生物基材料产业园里。

“在国家部委还没有形成完整
生物基材料产业框架的情况下，南
乐超前提出了生物基材料产业集群
的概念。”南乐县生物基材料产业的
技术领军人物冒彬说。

（下转第二版）

可降解塑料袋、农用薄膜、服装……

看玉米的神奇之变
这是你不知道的

生产中的可降解塑料袋。⑨3 僧少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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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银川 6月 10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近日在宁夏考察时强调，要全面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落实全
国“两会”工作部署，坚决打好三大攻
坚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的不利影响，优先稳就业保民生，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继续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
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

夏日炎炎，塞上江南天高云淡，
草木葱茏。6 月 8 日至 10 日，习近平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润儿、
自治区政府主席咸辉陪同下，先后来
到吴忠、银川等地，深入农村、社区、
防洪工程、农业产业园区等，就统筹
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推动民族团结进步进行
调研。

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弘德村
是生态移民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036户 4497人，目前还有 20户 50人
未脱贫。8日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弘
德村考察脱贫攻坚工作。在村扶贫车
间院内，他听取了宁夏以及弘德村脱
贫攻坚情况介绍。走进扶贫车间，习
近平同正在加工制作纸箱的村民们亲

切交流。乡亲们告诉总书记，村里引
入企业从事纸箱包装业务，解决了一
百多人就业问题。习近平表示肯定。
他指出，兴办扶贫车间目的是扶贫，要
坚持扶贫性质，向困难群众倾斜，多招
收困难群众就业。乡亲们在家门口就
业，虽然收入不比进城务工高，但省去
了住宿、伙食、交通等费用，还能照顾
家庭，一举多得。企业参与兴办扶贫
车间，体现了先富带后富，很有意义。

随 后 ，习 近 平 步 行 察 看 村 容 村
貌。在回族村民刘克瑞家，他仔细看
院落、客厅、卧室、厨房、牛棚，详细了
解家庭就业、收入、看病、社保等情
况。刘克瑞告诉总书记，家里的耕地
流转了，还养了 3头肉牛，儿子儿媳在
附近纺织厂打工，2017 年全家脱贫，
生活越来越好，乡亲们打心底里感到
党的政策好，真切感受到共产党亲。
习近平询问刘克瑞老两口还有什么困

难、对今后的日子有什么打算。习近
平强调，乡亲们搬迁后，更好生活还在
后头。希望乡亲们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发挥自身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纷纷赶到村
口，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
意，祝愿乡亲们生活幸福。

习近平高度重视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下转第五版）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6月 10日，省
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在郑州
闭幕。省政协主席刘伟出席并讲话。

在深入调研、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当
天上午会议围绕“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进行专题议政。黄红霞、周建、田冠
亭、李柳身、肖宏滨、侯合柱、马建军、杨炳
旭 8位同志作了发言。大家从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的特色定位、水资源利用、工程
建设、湿地保护、防洪安全、文化保护、脱
贫攻坚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32个单位
和 23 名省政协常委提交了书面发言材
料。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事项。

刘伟在讲话中指出，2020年是极不寻
常、攻坚克难的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指挥、亲自部署，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
结一心、众志成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
重大战略成果。今年全国两会，是在疫情
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特殊时期召开的重要

会议，意义重大、非同寻常。要按照党中央
部署和省委要求，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切
实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
两会精神，砥砺务实重干的工作作风，扛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人民政协的使
命担当。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部署要
求上来，聚焦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任务献计出力，创新推动新时代加强和改
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部署要求落到实处，奋
力书写人民政协合格履职答卷。要坚持以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统领，发挥
政协优势，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建言资
政、凝聚合力、争做表率，助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实施，奏响
新时代“黄河大合唱”。

省政协副主席钱国玉、李英杰、龚立
群、张亚忠、高体健、周春艳、谢玉安、张震
宇、刘炯天和秘书长王树山出席会议。③9

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强调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继续建设
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

省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闭幕
刘伟出席并讲话

这是6月8日下午，习近平在黄河吴忠滨河大道古城湾砌护段，察看黄河生态治理保护状况。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丁新伟

吸引 60多位制琴师回乡创业，确山制

造 了 我 国 80%的 中 高 档 手 工 提 琴 ，带 动

2000多人就业；精心培育农村电商

人才，光山去年农产品网销额近 10

亿元，蹚出“电商+产业扶贫”的新

路子……当好伯乐聚英才，在我省

大别山革命老区，人聚业兴的好故

事越来越多。

人才是第一资源，实现“两个

更好”，我省老区对人才的渴求越发强烈迫

切。长期以来，因为边、远、偏、穷，老区引

进人才难、本土人才出走多，才智缺口大，

发展的内生活力不旺。老区的优势产业，

“传统底色”浓厚，缺乏高层次、创新型、引

领型人才，这加大了转型升级的难度。在

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老区要想从跟跑变

并跑、领跑，归根结底靠人才，招才

引智一刻也拖不得。

进入新时代，老区从经济版图

的边缘走向前沿，“历史红、生态

绿”的后发优势日益凸显，人回乡、

钱回流、企业回迁成为潮流。抓住

时机绘就“奔马图”，围绕比较优势

精准引才，做大做强“回归经济”，悉心培育

“土专家、田秀才、新农人”等实用人才，老

区发展必将日新月异、气象万千。3

绘就老区发展的“奔马图”

□逯彦萃

6 月 9 日，《福布斯》中国官网发
布了《世界最佳银行：20家深耕中国
的银行》，我省省属法人金融机构中
原银行上榜，成为国内四家上榜城商
行之一。

《福布斯》透露，今年是第二次推
出“世界最佳银行”榜单。与去年有所
不同，本榜单不再关注银行资产负债
表和损益表等“利己”因素，而是将客
户满意度等“利他”因素作为重要考量

标准。在这样的考量标准下，中原银
行能与部分知名大行一同上榜，成为
国内四家上榜的城商行之一，彰显了
我省金融业的“硬核”实力。

刚满 5岁的中原银行能稳居《福
布斯》世界最佳银行榜单前列，主要得
益于其坚持“上网下乡”战略与“数字
化转型发展”之路。如今该行线上产
品迭代速度按天算，金融产品供应与
社会需求保持同频共振，用户随时随
地“掌控服务”。几年来，该行陆续在
农村设立了近 5000家惠农支付服务

点，让农民在家门口也能享受到有尊
严、正规的金融服务。

令人欣慰的是，今年战“疫”期间，
中原银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化信
息技术，为资金正常流动开渠通途，给
社会经济秩序正常运行提供了保障。
今年前 5个月，该行支持实体经济的
力度正在加大，新增贷款规模增加
335.25 亿元，位居全省银行业机构第
四，省内城商行第一。连日来数千个
中原银行惠农服务点也成为农村战

“疫”的重要力量。

中原银行上榜《福布斯》世界最佳银行

这是6月9日下午，习近平在银川市贺兰县稻渔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同正在劳作的村民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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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6月 10
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除
豫北豫西山区少量小麦待成熟外，
我省麦收基本结束。今年麦收历
时20天，机收率超过99%，基本实
现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麦收期间，我省天气以晴好为
主，小麦梯次成熟的规律明显，有
利于机收作业有序开展。今年我
省联合收割机供应整体充裕，投入
总量达到 19.2 万台。高峰期日投

入联合收割机10.4万台，日收获小
麦 798 万亩，让“丰收在望”变成

“丰收到手”，确保颗粒归仓。6月
9日，我省大部出现降雨，豫北麦
收区积极组织雨前抢收，其中濮阳
市出动收割机 5600台，日抢收小
麦40万亩，实现“龙口夺粮”。

省农机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我省麦收呈现三个特点：机收
会战井然有序，服务保障工作到
位，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农业农

村部门精心组织，公安、交通、气
象、石油石化等部门通力合作，全
省设立各类“三夏”接待服务站
362个，省、市、县三级农业农村部
门开通 24小时服务热线，接受咨
询和求助，推动“三夏”麦收顺利进
行。

随着我省麦收基本结束，大批
收割机已陆续奔赴山东、河北等地
开展跨区作业，预计出省的收割机
总量在 4万台以上。此外，今年我

省 麦 收 开 始 之 前 ，全 省 已 出 动
8000余台收割机支援湖北作业。

据了解，截至 6月 10日，我省
累计夏播面积 6147万亩，占预计
面 积 的 68.3% 。 粮 食 作 物 已 播
4754 万亩，其中玉米 4053 万亩、
水稻 377 万亩、大豆 219 万亩；花
生已播 782万亩；瓜菜已播 515万
亩。③4

历时20天 机收率超过99%

我省麦收基本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