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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平）目前，全省各
地普通人群新冠病毒疫苗免费接种正
有序进行。5月 8日，记者从省疾控中
心了解到，为提高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工作效率，减少受种人群在接种点候
诊时间，河南正式上线“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预建档”系统。

即 日 起 ，准 备 接 种 疫 苗 的 居
民，可提前通过“河南疾控”公众号
的“疫苗接种预建档”服务自助系统
建档。

据省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我省所有准备接种者，均需要扫
码建档。提前在线预建档后，会生成

“预登记码”，在接种疫苗时出示给医
生，可有效减少在接种门诊等候的时
间，提高接种效率。该系统还可以替
不方便或不熟悉使用微信的老人提
前建好档案，去接种门诊后直接扫码
接种。

需要提醒的是，一个微信号最多
可替5人预建档。③7

本报讯（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5月 7日—8日，
由河南日报社主办的第十二届“黄河
教育论坛”暨 2021年度“黄河教育奖”
颁奖典礼在林州红旗渠干部学院举
行。来自全省 100多所高校的 200多
名嘉宾代表出席。

今年是“十四五”起步之年。为更
好地服务新时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
展，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打造高等
教育“人才高地”，努力培育一批人民
满意，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品牌高
校，河南日报社特举办第十二届“黄河
教育论坛”暨 2021年度“黄河教育奖”
推选活动。

此次论坛以“新时代与新发展”为
主题，专家学者们围绕新时期我省高校
党建宣传工作思路和路径，对高质量党
建推进我省高校实现高质量发展等问

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省委党史研究
室副主任张守四作了《从党的历史中汲
取智慧和力量》的主题讲座，教育部教
育发展研究中心专题研究部主任王建
作了《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定海神
针”——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看坚持
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的主题讲
座，来自省内7所高校的负责人分别就
高校如何推进党建高质量发展作了经
验介绍。论坛同时发布了“十三五”河
南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报告。

据悉，第十二届“黄河教育奖”推选
活动自今年3月份启动以来，共收到了
全省 200所大中专学校和近百位先进
人物报名，经过投票和专家评审，最终
评选出“河南综合实力 20强高校”“河
南综合实力 30强院校（高职、高专）”

“河南高等教育功勋人物”“河南高等教
育突出贡献人物”等奖项。③9

河南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自助预建档系统上线

第十二届“黄河教育论坛”
暨“黄河教育奖”颁奖典礼举行

富士康产业项目向河南转移“加速度”

北斗智能制造项目落户郑州航空港

东西双向互济 陆海内外联动

240台汽车“坐”郑州铁海快线出海

□本报记者 王绿扬

“对接情况咋样，这两天
能开始施工吗？”“好，我晚上
回去，明天上地看看。”4月
30 日中午，刚吃过午饭，郭
亚培的手机就响个不停。

来到省团校参加“青马
工程”培训班已经一周了，全
国种粮大户、平顶山市绿禾农
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亚培每天的行程都排得满
满当当：白天上课，晚上研讨，
家里的工作只能抽空通过电
话和微信“遥控指挥”。这个
假期，郭亚培安排得格外充
实。18年来，他几乎每天都
是“累并快乐着”。

2003年，南下打工的郭
亚培回到郏县老家，把家里
的积蓄作为土地租金，从群
众手里租种60亩土地，开始
了返乡创业之路。在各项惠
农政策激励下，依靠科学种
田，他成为全国种粮大户，公

司种植总面积达到2160亩。
在郭亚培看来，种地可不只是“土里刨食儿”：

“把品质提上去，地里也能‘淘金’。”自学种植技
术、邀请技术指导员现场指导、参加职业农民培
训、采用测土配方施肥和滴水灌溉技术、利用生物
技术防治病虫害……他从租种土地、规模化种植
小麦和玉米起步，逐步探索把土地改良为富硒田，
引进种植黑小麦、黑小米、黑花生等高效作物，年
均纯利润过百万元。

公司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后，如何延长产业
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就成了郭亚培日夜思考的
问题。目前，绿禾农业已成为一家集种植、收购、
加工、储藏、销售于一体的产业化公司，石磨面粉、
黑绿豆、小杂果等数十种产品供不应求；现代化农
业庄园初步建成，每年有上万人前来采摘、观光；
2020年年底，公司研发的黑小麦蛋糕、纯粮米醋
投产，产品一面市就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远销
省内外。

如今的郭亚培不满足于现状。他要把园区打
造成优质安全农产品生产基地，打造成一流的农
民田间学校，打造成现代化的生态农业观光园，打
造成孩子们的科普基地……他说，要在这片希望
的田野上，带领更多乡亲实现乡村振兴梦想。③9

中原出彩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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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 小康奔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曾倩
本报通讯员 张书勇

5月 3日上午，邓州市构林镇董家
村，一场婚礼吸引了十里八乡数百名
村民的围观和祝福。

36岁的新郎魏攀攀，自幼患小儿
麻痹症，双手软弱无力，生活基本不能
自理，但他从不以残疾人自视，经过顽
强练习后可以用脚拖地、洗衣，甚至切
菜炒菜，打理家务。2016 年，他家被
认定为贫困户。

“刚开始家里都不同意这桩婚事。”
新娘刁婷婷是山东省平原县人，八九岁
时因病导致右腿残疾、双目弱视。
2016年，她家也被当地认定为贫困户。

在镇村干部的鼓励引导下，魏攀攀
2016年开始学习电商，在网上直播卖
货。因为不识字，他用脚趾打开手机
后，把语音转换成文字发送出去……克
服了种种困难，他从电商经营中每月可
净赚800多元。同年，刁婷婷也在当地
政府的帮助下开始走上电商经营、直播
带货之路，每月可净赚1000元左右。

“2019 年对我俩来说都是幸运
年。我们不仅成功甩掉了贫困户的帽

子，还通过网络相识了。”那一年，魏攀
攀在快手上结识了刁婷婷，因为经历
相似，业务相同，两人由相知而相恋。

“他第一次在微信里向我求婚时，
我犹豫了。”刁婷婷说，她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直接去了山东。

2020年的一天，魏攀攀让人把自
己送到车站，坐上了开往平原县的客
车。10多个小时的行程，赶到刁婷婷
家时，正赶上刁婷婷的生日。魏攀攀
陪着刁婷婷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

“他顽强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而且他心地善良，值得我余生相伴！”
刁婷婷说。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魏攀攀每
隔两月就会去一趟山东。他的诚意终
于打动了刁婷婷的家人，同意了这桩
婚事。

“我眼睛弱视，他视力很好；他双
手不便，我双手灵巧；我腿脚行动不
便，他能用脚操作手机。我俩在一起
互为补充，天作之合！”

5月 3日上午，刁婷婷身披婚纱，
乘车喜气洋洋地向魏攀攀家驶去。

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对于
婚后的生活，魏攀攀和刁婷婷也作
了规划：继续做电商业务，这既是他
们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的爱情月
老，更可以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
力量……③7

电商为媒 网络牵线

脱贫路上，跨省结姻缘

5月 7日，240台奇瑞商用车“乘坐”郑州铁海快线从中铁联集郑州中心站发出，经青岛港换装作业后，这批源自河南的特殊“乘客”将通过海运方式最
终运抵北非国家。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讯（记者 杨凌 通讯
员 刘畅 蒋琮琮）5月 7日，富士
康、万马云、兴港投资、合众思壮
4 家企业在郑州举行战略合作
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富士康将
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国资平台兴港投资集团开展深
度合作，共同开发建设航空港实
验区北斗产业园，并将其打造成
为世界一流的智能产品制造平
台。

据悉，自 2010 年富士康投
资河南以来，航空港区大力发展
电子信息产业，在鼓励富士康自
身加快产业和项目转移的同时，
以龙头带配套，打造全产业链生

态。“十三五”时期，累计带动200
余家相关产业链企业入驻航空
港区，完成投资3000亿元，以智
能终端为代表的世界级电子信
息产业集群在航空港区稳步扩
容，形成了研发、核心制造在航
空港区，配套、零部件生产在全
省布局的良性互动局面。

“兴港投资作为航空港区
管委会下属国有公司，是承接
航空港实验区投融资、项目建
设和城市运营的重要载体；富
士康作为全球电子制造业的龙
头，多年来为河南经济发展作
出了突出贡献。此次战略合作
达成，标志着航空港区与富士

康在管理、研发、供应链等方面
的合作迈上新台阶，对加速推
进本土化科技研发制造奠定了
坚实基础。”航空港区管委会副
主任魏学彬表示，战略合作协
议签订后，航空港实验区将进
一步强化政策支持、产业扶持，
助力双方战略合作成果快速落
地。

据悉，航空港实验区北斗
产业园项目位于郑州新郑国际
机场南侧，规划面积约 49万平
方米，是我省重点项目，致力于
打造我省领先的、具备北斗特
色的智能终端生产制造与电子
基地。③7

“ ”开新局奋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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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8日，省直机关干部职工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招募活动，以实际行动“献热
血爱心 庆建党百年”。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5月7日上午11时30
分，240台奇瑞商用车通过郑州铁海快线从中铁
联集郑州中心站发出，经青岛港换装作业后，这批
产自河南的商用车将通过海运，运抵北非。

此趟铁海快线的开行，是奇瑞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和中铁联集郑州中心站等通力合作的结果，
也是奇瑞商用车开封基地首次“尝鲜”。

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凭借四通八
达的高速路网和铁路交通枢纽区位优势，郑州发
展多式联运，畅通了一条“海公铁”全新组合的“海
上丝绸之路”。作为奇瑞商用车出口营销方之一，
青岛港捷运通物流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总经理季
振中说：“公司与奇瑞商用车开封基地已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每月计划通过海铁联运方式，出口汽车
1000辆左右。”

借港出海、货通全球。近年来，郑州铁海快
线各合作方通过发挥各自优势和功能对接，构
筑起郑州至青岛港、连云港、天津港、宁波港之
间经济快捷、低碳环保的物流大通道，实现了铁
海快线运量持续攀升。2020年，郑州铁海快线
完成工作量 1.8 万标准箱；今年 1至 4月，已发
送货物7858标准箱。③7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关
于妥善解决人工繁育鹦鹉有关问题的
函》。根据该函要求，我省成为人工养
殖鹦鹉标识管理试点，进行标识管理
后的养殖户，可以进行合法交易。

消息一出，陷入困境的商丘鹦鹉养
殖户们松了一口气。“得知这个消息后，
我心里猛一敞亮，申请材料已报上去了，
等手续下来，我想继续养殖。”5月7日上
午，在商丘市梁园区一家花卉市场，鹦鹉
养殖户刘艳勤激动地告诉记者。

刘艳勤因 2020 年秋江西闵氏夫
妇“鹦鹉案”被警方逮捕，后被取保候
审。此外，江苏、辽宁等地媒体曾报
道，当地森林公安机关查获销售野生
保护动物“费氏牡丹鹦鹉”案中，商丘
当地也有多名养殖户涉案。

据悉，商丘有30多年的鹦鹉养殖历
史，养殖户934户。养殖品种有国家二
级以上保护种类紫腹吸蜜鹦鹉、绿颊锥
尾鹦鹉等5万多只，国家二级保护费氏
牡丹鹦鹉54万多只，鸡尾鹦鹉、玄凤鹦
鹉等省级保护种类70万只，总存栏量约
130万只，年出栏各类鹦鹉 1000多万
只，约占全国鹦鹉销售量70%，从孵化、
养殖、防疫到检疫、运输、销售等形成了
完整的产业链，曾是商丘的“富民产业”。

有着 20 多年鹦鹉养殖经验的江
春雨说：“听说办证可以合法养殖了，

我想重新再养，毕竟手艺不舍得丢。”
在养殖户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位

于商丘市梁园区李庄乡牛庄村的于莉
鹦鹉养殖场。三层楼的第二层、第三
层养殖的全是费氏牡丹鹦鹉。

聊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相关
函件的消息，于莉显得很开心。鹦鹉
养殖数最多时，她有2000多对。“政府
收购了 1000 对，还剩 1000 多对。”于
莉说：“我原打算再撑一段时间就不干
了，听到这个好消息后，我看到了希
望，立马就提交了申请材料。”

针对鹦鹉养殖陷入非法的困局，
今年 1月底，商丘市政府成立人工繁
育鹦鹉问题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征求
群众意愿，对有意继续养殖的养殖户，
将依法依规办理人工繁育证等有关手
续；不愿意继续养殖的，由政府按每对
10元的价格收购补偿，收购的鹦鹉免
费送给各地动物园。

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市场上销售
的鹦鹉多为玄凤、虎皮等国家保护的
有益的或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
的“三有”鹦鹉，且销售价格正常。

“现在商丘已有 200 多家鹦鹉养
殖场上报申请办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人工繁育许可等有关证件。”商丘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称，
就具体如何标识问题，该局已召集养
殖户代表开了一次座谈会，听取他们
的意见，并积极和上级部门沟通，推动
标识管理试点的落实。③7

商丘鹦鹉养殖户积极申报相关证件

本报讯（记者 李倩）5月 8日，
世界红十字日。上午8时，郑州市
河南饭店院内，两辆采血车前早早
排起了长队。他们中，许多人身穿
红马甲，背后印着“党员志愿者”五
个闪耀夺目的大字。

为纪念第 74个“世界红十字
日”暨2021年“红十字博爱周”，省
委直属机关工委、省红十字会、省
红十字血液中心共同组织了这次
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招募活动。

“这是我第 7 年参加义务献
血”“我已经参加 9 次了”“还是
400毫升吧”……来自省直机关的
干部群众和部分高校的学生，你一
言我一语，互竖大拇指“点赞”。

采血车上。撸起袖子，伸出
臂 膀 ，滴 滴 热 血 汇 聚 成 涓 涓 暖
流。省委直属机关工委有关负
责人说，省直机关无偿献血暨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招募活动
开展 8 年来，已有 15000 多人次

捐献血液共 4757700 毫升，1000
多人加入了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

献血队伍中，既有多次献血的
老党员，也有初次献血的年轻人。

小小的身板、戴着一副秀气的
眼镜，递水、指路、发表，小跑着来
回穿梭……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的
大二学生侯冰岩在人群中显得特
别忙碌。几个月前，她刚刚参加了
人生第一次献血，目前正处于间隔
期，只能作为志愿者参与这次活
动，“作为青年大学生，应该有所作
为，更应该多为社会作贡献。”

“学史力行，每个党员都有义
务参加这样的活动。无偿献血是
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和契机，能带动
更多有志青年加入，增加大学生的
服务意识、责任意识。”河南牧业经
济学院能源与智能工程学院党委
书记周凯说。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避免人
员聚集，本次活动分时段、分批次

进行，共设置三个分会场。参加无
偿献血的人员需要佩戴口罩、保持
间隔、有序排队，并经过扫码、测
温、手部消毒后，方可进行正常采
血流程。

省红十字血液中心采血一科党
支部副书记贺文杰说：“随着天气炎
热、街头行人减少，大家献血热情也
会下降。因此还希望更多的市民能
够加入到义务献血队伍中。”

除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暨造血
干细胞采集外，在 2021 年“红十
字博爱周”活动期间，全省红十字
系统将统一开展“救在身边”志愿
者上岗行动、“寻找最美救护员”
活动、急救知识技能普及培训等
一系列活动，实实在在为群众办
实事。

烈日炎炎，一场场爱心接力仍
在继续。截至 5月 8日下午 1时，
郑州市各献血点共接待献血志愿
者 1192 人，987 人成功捐献全血
337500毫升。③7

5小时，1192人，337500毫升——

热血背后的爱心接力

扫码看献血小贴士扫码看献血小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