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综合新闻│102020年9月29日 星期二
组版编辑 李旭兵 美编 王伟宾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通讯员 窦
萌）炒菜做汤要色香味俱佳、清洁地面要
走S形路线、喂养婴儿谨记要拍嗝……
家政高手绝活不少，细节之处见功底。
9月 27日至28日，2020年河南省家庭
服务业职业技能大赛在郑州举行。

据了解，该大赛由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妇
联主办。本次大赛共吸引了全省3000
余名家政服务员报名参加，经过层层选
拔，210名家政精英进入全省决赛。

30岁的洛阳小伙吴博经过层层选
拔进入决赛，参加养老护理员的决
赛。吴博告诉记者，他入行只有两年，
能够进入决赛，主要得益于注重理论
学习和实践总结。大学本科毕业后，
吴博做过公司的出纳、财务，2018 年
转行做起了家政服务员，开始照顾失

能老人。在吴博看来，尽管当前男士
做家政还算非主流，但随着社会老龄
化加速，养老护理员缺口越来越大，男
士在看护失能老人方面有优势，前景
不错。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
工作处二级调研员任胜利告诉记者，家
政行业个性化需求逐步增多，尤其是针
对中高端市场的供给缺口较大。为了
促进家政行业健康发展，我省采取以赛
代练的形式，为行业快速提质增效和转
型升级加力。“赛事规格由原来的省级
二类赛事提高到今年的省级一类赛
事。赛项由原来的家政服务员、育婴员
和养老护理员 3个，增加到母婴护理
员、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家政服务
业）、育婴员和养老护理员 5个。”任胜
利说，细分赛项更符合市场需求。③6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通讯员 窦
萌）9月 28日，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与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在郑州
签订《京豫家政服务劳务合作协议》，
同时北京市的 8家优质家政服务企业
与我省 10家家政企业签署了合作协
议。这意味着我省家政服务行业将成
为北京家政市场的重要“来源地”，将
为填补北京家政市场缺口，助推我省
家政从业人员高质量就业贡献力量。

北京市缘何来豫寻求合作？北京
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陈东表示，
河南是人力资源大省，是劳务输出大

省，当前已经有6.1万名来自贫困家庭
的“豫嫂”在北京从事家政服务行业。

“豫嫂”具有勤劳、好学、开朗等优秀品
质，在北京劳务市场很受欢迎。当前
北京市家政行业缺口依然很大，希望
通过本次家政服务劳务对接活动，建
立两地长期合作机制，实现双赢。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京豫合作机制的建立，为我
省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契机。为了让更多“豫嫂”走得出、
留得下、干得好，我省也将在精准培训
方面下功夫。③6

□本报记者 卢松 本报通讯员 张颖

听说社区居民包阿姨卧病在床，9
月 28日，洛阳市涧西区香港城社区居
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刘美英来到家中慰
问，并询问高龄津贴领取情况。

“家家登门、户户核实、人人见
面”，最近，涧西区香港城社区居监委
履行监督职责，对全区高龄津贴发放
情况全面核查，让老年人真正享受到
惠民政策的红利。

社区居监委让监督的触角直抵
“末梢神经”，对社区的党务公开、居务
公开、财务收支、资产处置等方面进行
监督，确保社区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
行”。2018年以来，涧西区 72个社区
全部设立了社区居监委。

“我只是试着跟小周反映了一下，
没想到问题这么快就解决了。”在涧西
区洛外社区的市公交一公司家属院，
李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嘴。李老太太口
中的小周是指洛外社区居监委委员周
红宇。在社区走访中，听到李老太太
对社区道路不平的反映后，周红宇立
刻赶到现场查看。走在被车辆碾压破
损的水泥路上，看着一块块横在路上
的“绊脚石”，周红宇深刻感受到社区

居民心中的怨气，立即把情况反映给
社区负责人，督促社区与市公交一公
司协调解决。道路很快得到修整，群
众出行方便了。

“有问题就找居监委，有困难就找
李书枝。”涧西区秦岭路社区的北零一
小区，这句话在群众中口口相传。作为
秦岭路社区居监委的一员，李书枝紧盯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督促和协调各方
力量化解，得到社区居民的交口称赞。

“厨房下水道的污水呼呼地往外
冒，跟物业反映好多回了，就是没人管。”
晚上11点，接到居民马丽的电话后，刚
刚睡下的李书枝，穿上衣服就来到她家，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帮着处理好家中
的污水。第二天一大早，李书枝又来到
物业办公室和社区，督促他们赶快派人
维修，彻底解决马丽家中的“糟心事”。

督促社区各项事务公开、监督民
生工程项目运行、协调背街小巷环境
治理……在涧西区各社区的小院内、
楼栋里，活跃着一大批像刘美英、周红
宇这样的社区居务监督人员，他们广
泛收集反馈民情民意，及时发现问题、
协调解决问题，保障居民合法权益和
社区集体利益，成为创新基层治理的
一道亮丽风景。③6

本报讯（通讯员 王四典）“我
2015年流转的这 1000亩地，是豫西
旱作区小麦-玉米抗旱丰产增效技术
集成与示范基地，在专家的指导下，
小麦和玉米轮作，今年又实现了双丰
收。”9月 27日，正在地头组织玉米机
械化收获的偃师市山化镇汤泉村怀
歌家庭农场农场主马怀乐滋滋地说。

豫西旱作区小麦-玉米抗旱丰
产增效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是“十
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河南多热
少雨区小麦-玉米周年集约化丰产

增 效 技 术 集 成 与 示 范 ”的 一 个 课
题。据介绍，该项目在豫西旱作区洛
宁县、孟津县、伊川县和偃师市分别
建立了万亩核心示范基地，通过带动
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重点示范了
以“抗旱保苗+深松覆盖+隔沟节水
补灌+合理密植+适期晚收”为核心
的集成技术体系。

据统计，该项目自2018年实施以
来，小麦-玉米抗旱丰产高效技术累计
推广67万亩，实现粮食增产5.09万吨、
增效1.19亿元。③6

新华社北京 9月 28 日电 人民
日报海外版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扶贫
故事》，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
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脱
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
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作出一系列新
决策新部署，推动中国减贫事业取得
巨大成就，对世界减贫进程作出了重
大贡献。全书由 67 篇扶贫故事组
成，按照时间顺序，系统讲述了习近
平同志先后在陕西梁家河、河北正

定、福建、浙江、上海，直到担任总书
记，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带领困
难群众脱贫攻坚的感人故事，生动记
录了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扶贫开发、
驰而不息推进脱贫攻坚的精彩瞬间，
展现了习近平同志“我将无我，不负
人民”的赤子情怀。

《习近平扶贫故事》的出版发行，
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精准扶贫的战略部署，鼓舞和
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顽强
奋斗，奋力夺取决胜全面小康，决战
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

据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9月
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
近平分别同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古巴国家
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互致贺电，热烈
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在致劳尔·卡斯特罗的贺
电中指出，古巴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
的拉美国家。建交60年来，中古关系
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历久
弥坚。中古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
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同舟共济、守望
相助，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两国传
统友谊得到升华。我非常珍视中古特
殊友好关系，愿同你保持密切沟通，以
两国建交6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古做
永远的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

习近平在致迪亚斯—卡内尔的贺
电中指出，建交60年来，中古相互理解、
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结下深厚友谊。
近年来，中古友好合作全面深入发展，
积极共建“一带一路”，为两国人民带来

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古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斗争中同舟共济、守望相助，谱
写了两国人民友谊新篇章。我高度重
视中古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不
断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各领域务实合
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劳尔·卡斯特罗在贺电中表示，古
巴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
并始终与兄弟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中
国人民保持真挚的友谊。古方感谢中
方的坚定支持，并深信历经六十载的
古中友谊必将世代相传、万古长青。

迪亚斯—卡内尔在贺电中表示，
古中亲密友谊历经岁月考验，双方一
直把对方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的成
就视作自己的成就。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古中两国均致力于团结协作、集中
资源拯救生命，并采取科学防控举措，
开展国际合作。我们愿不断巩固古中
传统友谊，拓展各领域合作。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古巴
总理马雷罗也互致贺电。

本报讯（记者 曹萍）记者9月 23
日获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对
外公布了《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已在全国试点4
年多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又新增 14
个试点城市（区），开封成为我省唯一
入选城市。

截至 2019 年年底，我国 60 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2.5 亿，失能老年
人超 4000万，失能人员长期护理保
障不足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性问
题。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一种以互
助共济方式筹集资金，为长期失能人
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
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的
社会保险制度。根据新公布的指导
意见，试点阶段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群起步，重点解决重度失能人
员基本护理保障需求，优先保障符合
条件的失能老年人、重度残疾人，探
索建立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多渠道
筹资机制。

筹资以单位和个人缴费为主，单
位和个人缴费原则上按同比例分担，
其中单位缴费基数为职工工资总额，
起步阶段可从其缴纳的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费中划出；个人缴费基数为本
人工资收入，可由其职工医疗保险个
人账户代扣代缴。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主要用于支付
符合规定的机构和人员提供的基本护
理服务。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
诊疗、失能状态持续 6个月以上且经
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失能参保人员，
可按规定享受相关待遇。③4

“决战双节 出彩仰韶”系列报道 4·彩陶坊之好窖篇

□刘松

如今，“好山好水好粮出好酒”这一观点，
早已被酒行业里的专家、学者所认可，并成为
一种共识。

近日，刚刚履新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的宋
书玉，在调研河南酒业期间，再次表达并强调
了这一“酿好酒”真经。

作为酒行业专家，宋书玉长期以来一直对
“豫酒振兴”引领者仰韶酒业，有着特别的厚爱
和支持，而这一次，他拨冗莅临仰韶酒业专项
指导，不仅是对仰韶酒业侯建光董事长“一生
只为酿一瓶好酒”的工匠精神的认可，也是对
仰韶酒业践行品质战略的肯定，更是对仰韶酒
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鼎力支持。

品质，工匠精神下的振兴秘诀

自 2008 年彩陶坊上市以来，一直保持
30%以上的增长速度，在广阔的市场上，掀起
了一阵强劲、持久的“彩陶风”。

仰韶酒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惊艳的成绩，
与其长期坚持的铁打不动的品质战略分不开
的。在仰韶酒业侯建光董事长看来，产品是工
匠精神的最佳载体，而作为产品的灵魂，品质
是直接有效打造消费者口碑的利器。

仰韶酒业长期以来，坚守传统的酿酒工艺，
以科技为依托，并结合现代高新生物技术，通过
数年数千次试验、论证，找到了高粱、小麦、小米、
豌豆等九粮的黄金配比，确定了酒曲和窖池中的
微生物种类和数量，最后，在醴泉水汩汩流淌的
滋润中，通过陶屋制曲、陶泥发酵、陶甑蒸馏、陶

器盛贮等独特的“四陶工艺”，成功研发出了中国
第十三种白酒香型——中华陶融香型。

这一瓶秀外质中的仰韶彩陶坊酒，没有辜
负每滴甘甜的醴泉水、每粒饱满的原粮，以及
每个看似渺小却又伟大的酿酒微生物。好看、
好闻、好喝、好受的“四好品质”，是仰韶酒业对
一瓶好酒的最好诠释。

窖池，土地里的中国白酒母体

事实上，一瓶高品质好酒的诞生，除了好
水、好粮、好曲外，酿酒必需的窖池，尤其是窖
池中的微生物种类和数量，也是决定一瓶酒的
风格特征和品质优劣的重要因素。

白酒界有这样一句话，“千年老窖万年糟，酒
好全凭窖池老”，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窖为酒之
本”这个观点，而窖池中的微生物、微量物质等，都

对白酒的发酵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无论喧闹繁华的都市，抑或人迹罕至的荒

野，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事物都存乎于我们
脚下的这片土地。土地上，每天都有无数的动
物在奔走、繁衍、生息，无数的植物在萌芽、开
花、结果。在土地上和土地下，更有无数的微
生物在呼吸、代谢、活动。

广阔而厚实的土地，哺育了世间万物。概
莫能外，源远流长的中国酒文化，也正是从
7000 年前黄河岸边的仰韶黄土地中应运而
生，并蓬勃发展至今。

仰韶窖池，独具一格陶香的根
源所在

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白酒的母体是土地——

不仅酿酒原粮生长于土地，
酿酒最重要的环节入池发酵，
也是在掘地而凿的窖池里完成
的。

在酿酒车间，粮食在经历了蒸煮、摊凉、拌
曲、堆积等前处理工序后，即被移入窖池发酵，
在酿酒微生物的作用下完成从粮食到糟醅的
转化。数月后，去除窖顶的封泥，在扑鼻的酒
香中，挖出发酵好的糟醅，上甑、蒸馏，甘醇美
酒便汩汩流淌而出。

所谓"窖泥生香"，由于窖池窖泥独特的质
地结构，使微生物可以在窖泥缝隙中生长栖
息，代代繁衍、时间愈久，微生物种类及数量愈
多，所酿出的酒体也愈香。因为产地气候、微
生物菌群的不同，窖池风格自然也是迥然各
异。不同的窖池，孕育出不同的香气、不同的

口感。即使是同样的工艺，不同窖龄的窖池，
也有着不同的体验。

譬如以五粮液为代表的浓香型白酒，其窖
池多为底部和四周都糊了黄泥的泥窖；以茅台
为代表的酱香型白酒，其窖池多是四壁由石块
砌成的石窖；以汾酒为代表的清香型白酒，
窖池则是预制的地缸。而世界美酒特产产
区——河南渑池的陶融（香）型白酒仰韶
彩陶坊，其窖池则是中国白酒界独具一
格的陶窖。

仰韶的陶窖，深约 3米，四壁为
渑池特有黄土烧制的陶片，窖底为
陶泥。相比其他窖池，在保温性能

方面，陶窖的池壁厚，吸热散热较好，
因此受外界温度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也

较小；在生香功能方面，陶片中的微孔通
道和陶泥的特殊构造对酿酒微生物和生香

功能菌的富集、呼吸和繁殖极其有利，各种
香味成分和营养物质的生成数量远远高于一
般窖池。

经测定，陶窖中数以万计的酿酒和生香功
能菌形成了独特的陶融型白酒发酵体系，能够
对酿造彩陶坊美酒的九种原粮进行很好的分
解和转化，从而酝酿出色似琥珀、香味幽雅的
玉液琼浆。

7000年时光一去无返，留给世人回味无
尽的仰韶酒香。在河南渑池仰韶酒业酿造车
间缭绕的蒸汽中，那一排排纵横排列的陶窖，
正蛰伏在这片世界文化圣土和世界美酒之乡
之上，无声而饱含张力地启动着新一轮惊艳世
界的陶香征程！

自成一格陶泥窖 孕育醉美陶融香

仰韶酿酒生态工业园区里的陶香窖池，有“中原第一窖”之美誉

就中古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同古巴领导人
互致贺电

《习近平扶贫故事》正式出版

开封入选长期护理保险
国家试点城市

2020年河南省家庭服务业职业技能大赛在郑举办

家政精英化 绝活比高下
“豫嫂”受热捧 品牌渐形成
京豫两地签订家政劳务合作协议

豫西旱作区小麦-玉米抗旱丰产增效技术示范效果好

三年增粮5.09万吨增效1.19亿元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9 月 28日

晚，郑州市“十一黄金周”系列促消费
活动正式启动。本次系列活动以“乐
享消费、美好生活”为主题，持续到 10
月 31 日，项目多、范围广、优惠力度
大，将为郑州市民提供吃喝玩乐购一
体的消费盛宴。

据了解，此次促消费活动将采取线
上线下深度融合、商品服务同步促销、
商旅文游购娱一体的“1+N”模式，涵盖
零售、餐饮、家居、家电、服装、汽车、旅
游、展销展会等多个领域12个板块。

另外，这个“十一”大家也可以到
郑州周边走一走、转一转，郑州市各县
（市、区）还将重点组织 80余项促消费
活动，等待市民参与。譬如中原区的
万达“红动国潮”促销活动；二七区的
樱桃沟《梦华人间之月光宝盒》实景演
出；金水区的极光音乐节；管城回族区
的“你买车我送油”促销活动；上街区
的“全城乐购折扣”促销活动；航空港
区的园博园“金秋国韵，风雅园博”游
园活动；郑东新区的“龙湖里 2020音
乐戏剧周”等。③8

有问题找居监委 有困难找监督员

乐享消费 美好生活

郑州启动“十一黄金周”系列促消费活动

9月27日，宁陵县乔楼乡八里曹村民在养殖塘里收获水蛭。该村对废旧坑
塘进行改造，引进技术养殖水蛭，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⑨6 吕忠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