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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在京开幕

连 线 北 京

作为“中原粮仓”，河南的粮食生产

对国家粮食安全举足轻重。去年3月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

发挥好粮食生产这个优势，立足打造全

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推动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稳步提升粮食产能，在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有新担当新作为。

5月21日，记者连线采访了正在北

京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农

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宋虎振。

“一年多来，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

殷殷嘱托，把保障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

食供给作为‘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来

抓，2019年全省粮食总产达到1339.08

亿斤，单产达到415.8公斤，均创历史新

高，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

献，牢牢扛稳扛牢了粮食安全这个重

任。”宋虎振告诉记者，河南正在编制新

时期国家粮食核心区建设规划纲要，着

力打造全国重要的口粮生产供给中心、

粮食储运交易中心、粮食产业制造中

心、农机装备制造中心和面向世界的农

业科技研发中心、农业期货价格中心，

建设重要农产品协同发展示范区、农业

绿色发展示范区。

宋虎振建议，国家层面加强对河南

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的指导，并在新一

轮粮食核心区规划中，加大对河南的支

持力度。

为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国家每

年投资上千亿元，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

高标准农田建设。“十二五”以来，河南

省累计投入960亿元，建设高标准农田

6320万亩，累计新增粮食生产能力189

亿斤，粮食产量连续13年稳定在1000

亿斤以上，近3年连续稳定在1300亿斤

以上。今年，河南省将新建660万亩高

标准农田，到2025年，我省高标准农田

总面积将达8000万亩，稳定保障650亿

公斤以上粮食产能。

宋虎振说：“高标准农田的规模优

势已经显现，并吸引一批龙头型、基地

型企业纷纷落户，已成为粮食稳产增产

的‘硬核’力量。”

他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快农田建设

立法，从国家层面出台《农田建设条

例》，以切实保护广大群众和投资主体

的利益，充分发挥农田建设对农业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这对稳步

提高农业产能意义重大。”宋虎振说。

农业经营主体在现代农业中的作用

不容忽视，农民合作社作为小农户与现

代农业衔接的桥梁，作为构建乡村治理

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经济组

织，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宋虎振建议：“要加大对农民合作

社社会化服务的补贴力度。”他希望在

国家层面能优化政策扶持和财政补贴

方式的具体措施，把目前财政补贴主

体、补贴设施设备等直接补贴转变为农

业生产性服务补贴。通过补生产转向

补服务，使生产性服务主体通过服务获

得收益，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他进一步解释说：“可重点围绕小

麦、水稻等主要口粮作物生产的关键环

节、薄弱环节，扩大政府农业生产性服

务的补贴范围，促进农民合作社在服务

农户、增加效益的过程中，主动完善提

高农机装备、科技信息化、基础设施等

水平，实现边服务边壮大，从而增强农

民合作社内生发展动力。”

□本报记者 李晓辉

宋虎振：

加大补贴支持力度
稳步提升粮食产能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今年5月 21

日，是联合国确定的首个“国际茶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国际茶日”系列活动致信表示

热烈祝贺。

习近平指出，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

界。联合国设立“国际茶日”，体现了国际社

会对茶叶价值的认可与重视，对振兴茶产业、

弘扬茶文化很有意义。作为茶叶生产和消费

大国，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全球茶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深化茶文化交融互鉴，让更多的

人知茶、爱茶，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

茶是世界三大饮品之一，全球产茶国和

地区达60多个，饮茶人口超过20亿。2019

年12月，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5月21日确

定为“国际茶日”，以赞美茶叶的经济、社会和

文化价值，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今

年“国际茶日”期间，我国农业农村部与联合

国粮农组织、浙江省政府以“茶和世界 共品

共享”为主题，通过网络开展系列宣传推广活

动。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不忘初心凝

聚复兴伟力，携手前进共商发展大计。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2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

幕。这次大会将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任务，组织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履职尽

责，汇聚起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智慧和力量。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内灯光璀璨，

气氛庄重。悬挂在主席台正中的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熠熠生辉，十面鲜艳

的红旗分列两侧。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全国政协副主席

张庆黎、刘奇葆、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

万钢、何厚铧、卢展工、王正伟、马飚、陈晓

光、梁振英、夏宝龙、杨传堂、李斌、巴特尔、

汪永清、何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

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

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

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应出席委

员2151人，实到2057人，符合规定人数。

下午3时，张庆黎宣布大会开幕，全体

起立，奏唱国歌。随后，全体与会人员默哀

1分钟，向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

同胞表示深切哀悼。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程。

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汪洋强调，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中共中

央召开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

发表重要讲话，精辟论述新时代人民政协

工作的使命任务、根本要求、着力重点，深

刻揭示人民政协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

联系，为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指明了

前进方向。

汪洋总结了过去一年多来人民政协工

作。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坚强领导下，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聚焦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三大

攻坚战等任务，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建设，认

真履行各项职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

出了新的贡献。在近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斗争中，人民政协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动员

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委员参

与疫情防控斗争。广大政协委员在各自岗

位上以实际行动展示了责任担当。

汪洋指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人民政协工

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共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

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发挥专门

协商机构作用，广泛团结动员参加人民政

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紧扣统

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履职尽责、凝心聚力，为确保完成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作出贡献。

汪洋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

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

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政协的

重点工作。必须继续抓好贯彻落实，注重

固本强基，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

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有序有效推进专

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深入做好凝聚共识

工作，强化委员责任担当，把人民政协制度

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

全国政协副主席郑建邦代表政协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

告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作

情况。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

各专门委员会提交二次会议提案5488件，

经审查，立案4089件，交175家承办单位

办理，均已按时办结。常委会持续推动提

高提案工作质量，加强工作制度体系建设，

通过开展提案办理协商发挥专门协商机

构作用，推动新时代人民政协提案工作在

坚持中发展，在巩固中完善。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有：丁薛

祥、王晨、刘鹤、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

强、李鸿忠、杨洁篪、杨晓渡、张又侠、陈希、

陈全国、陈敏尔、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

蔡奇、尤权、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

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

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

维华、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周

强、张军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列席开幕会。外

国驻华使节等应邀参加开幕会。

习近平致信祝贺
首个“国际茶日”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到会祝贺
汪洋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张庆黎主持郑建邦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5 月 20 日，

游客在民权县龙

塘镇樱桃园内采

摘樱桃。近年来，

该镇将脱贫攻坚、

特色种植与旅游

观光相融合，发展

樱桃种植600余

亩，亩均年收入1

万多元，带动 11

户贫困户稳定脱

贫。豫之岷摄

本报讯（记者王旭）眼下，中储粮郑

州直属库已经为今年的夏粮收购工作

做好了充分准备，再过十多天，中储粮

郑州直属库门前宽阔的柏油马路将变

得热闹起来。5月20日，记者走在中储

粮郑州直属库的收粮绿色通道上，一眼

望去，各种粮食装卸设备一字排开，囊括

了检测、过磅、卸车等一连串的完整收购

程序。

“为做好今年的夏粮收购工作，结合

我们现有的粮食收购需要，我们淘汰一批

老旧输送、杂质清理设备，花费300万元

购入新型现代化的装卸设备、输送设备和

清理设备，保障粮食入库效率和卸粮效率

的提高。”中储粮郑州直属库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总经理于志刚告诉记者。

据了解，这批新设备里，有一台价值

80万元的液压翻板装卸平台，载重40吨

的大车卸一车粮需要1.5个小时，有了液

压翻板装卸平台，卸粮时间可缩短至半小

时。除了收购机械的升级，中储粮郑州直

属库还将充分利用“惠三农”App，让农民

少跑路、少排队。

如何保证足够的仓容，中储粮郑州直

属库仓储科副科长刘仁利说：“我们已准

备了7个空仓，拿17号仓举例，设计仓容

8000吨，已做好仓房的墙壁挂膜、地笼敷

设和消毒备仓准备，随时可以进行粮食入

仓作业。”

本报讯（记者田明）5月21日，省教

育厅下发通知，要强化毕业年级学生安

全管理措施，建立健全学校安全管理制

度，严禁随意扣发学生学历证书。

通知要求，各高校要严格贯彻落实

国家和我省学籍学历管理相关要求，依

法规范做好毕业生资格审核、学历证书

发放及电子注册工作。坚决杜绝为违

反国家和省有关招生规定取得入学资

格或学籍的“学生”或不具备毕业生资

格的学生注册学历信息，严禁随意扣发

学生学历证书。

“我注册了拼多多店铺，交由君之道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托管，公司给分红，一

个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五月明媚的阳

光下，张帅笑得舒心、畅快。

张帅是正阳县熊寨镇胡寨村人，曾因

残致贫，一度失去生活的信心。后来，在

当地政府帮助下，他加入了蓬勃发展的农

村电商行业，通过店铺托管等方式获得了

固定的收入来源，成功脱贫。

2019 年，正阳县农村网络零售额

54.79亿元，其中农产品销售额就达28.27

亿元，有8400户农民走上了电商经营之

路。这些农民商户中，和张帅一样的贫

困户有1160户，他们足不出户就实现了

脱贫。

今年5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对2019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

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的通

报》发布，其中正阳县获得“推进农产品

流通现代化、积极发展农村电商和产销

对接成效明显的地方”正向督查激励，商

务部、财政部将于2020年对其在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中优先支持，并给予

专项资金扶持。

创新无处不在，发展成就未来。有人

说，这一殊荣既是对正阳县过往成绩的充

分肯定，也是其依托花生产业、大力发展

农村电商、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取得的显著

成效。

“中国花生之都”招牌愈擦愈亮

一颗小花生，除了能炸成香脆的花生

米、提炼出花生油，还能做什么？

“花生衣可以用来养血补脾，花生叶

可以泡茶降脂，花生壳可以做成枕头，花

生蛋白、花生肽则是高附加值的营养品

……在我们县，一颗花生从果实到枝叶，

全身都是宝，全身都有用。”谈起正阳花生

全产业链，驻马店市政协副主席、正阳县

委书记刘艳丽如数家珍。

作为传统农业大县，正阳县有耕地

210万亩，常年种植花生170万亩以上，

产量54万吨。如何把农业资源优势转化

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加快县域经济高

质量跨越发展，正阳县锲而不舍地深入探

索：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在“三链同构”上

发力，全力打造花生品牌，探索出“正阳发

展模式——吃干榨净、全链增值”，尤其是

围绕花生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加速

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了产业集群，

实现了双百亿目标。

为进一步提高花生品质和市场竞争

力，正阳县还依托张新友院士科研团队培

育的豫花37、远杂9102等花生新品种，建

设了60万亩的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小麦、

花生）标准化生产基地，大力推广应用先进

技术，加速全县花生产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全国唯一获地理标志产品的花

生品牌，“正阳花生”不仅成为正阳对外展

示特色农业发展的靓丽名片，还变身为促

进农民就业增收、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加

快农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目前，正阳县以花生油、休闲食品、花

生饮料、花生保健食品为主的深加工企业

已达30家，产品有50多个品种。围绕花

生“吃干榨净”，正阳县已成功实现了花生

秧、花生壳等全资源化利用，并在此基础

上发展起了循环农业。

（下转第二版）

正阳农村电商缘何受国务院督查激励

我省严禁随意扣发学生毕业证

□本报记者 杨晓东 黄华
通讯员 滑清泉 高君瑞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
阳通讯员曹良刚）5月20日一早，商城县

长园野生茶油有限公司内就热闹起来，

大家都在为该公司的丁大国被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聘任为林草乡土专家而称赞。

据悉，为强化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科

技支撑体系，破解林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最后一公里”瓶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

技司于2019年上半年启动了林草乡土专

家遴选聘任工作。经基层申报推荐、形式

审查、专家评审和社会公示等环节，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聘任100人为全国第一批

林草乡土专家。其中，丁大国因熟练利用

芽苗嫁接技术培育优良无性系油茶苗及

油茶高接换冠技术成效显著而获聘。

“原来实生油茶苗，8~10年才会开

花结果，每亩产量还不到5公斤茶油，而

我们利用芽苗嫁接技术培育出来的优良

无性系油茶苗3~5年就可开花挂果，每

亩产茶油30~60公斤，产量明显提高，经

济效益也大大增强。”丁大国说。

商城有了“全国林草乡土专家”

中储粮郑州直属库

投入先进设备
提高收粮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