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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百年风华 新乡正茂”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新 聚焦百姓生活

正阳

送暖

副省长武国定到省农科院和河南农
业大学调研慰问时强调

展示干群风采

风貌

□李相瑞

通讯员贺永明 摄
本报记者黄华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见习记者
刘亚鑫）为营造庆祝建党百年的良好
舆论氛围，2 月 9 日下午，新乡市“百
年风华 新乡正茂”主题采访暨 2021
年“新春走基层”活动在该市史志馆
正式启动。
“我们将通过蹲点式采访、行进
式报道、互动化融媒传播的方式，多
角度、立体化、创新式的新闻宣传，

找准新乡先进群体与时代主题的切
入点进行报道。”新乡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杨彦玲表示，此次主题采
访活动是新乡“奋斗百年路启航新
征程”重大主题宣传的开篇，将采取
多种形式记录新乡市取得的发展成
就，大力营造共庆百年华诞浓厚氛
围，为推动新乡高质量发展汇聚强
大力量。

﹃晒
﹄菇

一年 365 个夜晚，最甜最美的是除夕。
明天晚上就是除夕，回顾过去一年中原大地发生的一件件大事、一桩
桩喜事，让人倍感自豪，备受鼓舞：我们同心“战疫”，持续筑牢疫情防控“中
原防线”；我们全力“战贫”，718.6 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我们齐
抓共管，粮食总产量首次跨越 1350 亿斤台阶，实现新的突破……
“春联写满吉祥，酒杯盛满富裕，红灯照出全家福，红烛摇来好消
息……”在这辞旧迎新、万家团圆的美好时刻，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仍将继续
战斗在第一线，守候万家灯火，守护一方平安。
“暖”是春节的底色。党员干部要聚焦群众冷暖，用足用好惠民政策，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把党
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安”是幸福的保障。越是在节假日，越是要绷紧安全弦。农村医疗
卫生条件相对比较薄弱，农村居民疫情防控意识有所松懈，春节期间
农村群众走亲访友、聚会活动将增加，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必
须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齐心协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干”是出彩的路径。实现小康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党员干部要利用节日把乡亲们更
好团结起来、凝聚起来，把群众干劲鼓起来，抢抓
机遇、主动作为，持续抓好粮食生产，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
卷，创造更加多姿多彩的生活。
日出黄河霞光璀璨，春到中原生机
光山
盎然。这是温暖的春天，这是平安的
春天，这更是奋斗者的春天！壮阔新
蓝图让人满怀憧憬，让我们扬起理
想信念之帆、划好奋斗实干之桨，
以不负时代、不负芳华的实绩，
共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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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赔 28.35 万元
全国首单生猪“保险+期货”业务理赔落地平顶山

衣服

困难孩子
喜穿花衣
尉氏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廖涛 李姿颖

欢庆

本报讯（记者杨青）2月9日，记者从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获悉，由该
公司在平顶山试点的生猪“保险+期货”价格保险理赔落地，共向叶县、宝丰县和
汝州市三个地区投保养殖企业支付理赔款64.80万元。其中，全国首张生猪“保
险+期货”
保单落地的汝州市鼎成牧业获赔28.35万元。据悉，
此次理赔，
养殖企
业每头仅需支付保费63.43元，
获得赔款达405元，
农户理赔收益比达6.38倍。
今年 1 月 8 日，在生猪期货挂牌交易第一时间，中原农险联合中原期货，向
平顶山汝州市鼎成牧业出具了全国首张生猪“保险+期货”保单，鼎成牧业为
700 头生猪购买保险，每头生猪缴纳保费 63.43 元。该保单以 LH2109 生猪期
货合约上市首日开盘价（29.5 元/公斤）作为保险价格，采用亚式期权结构设
计，保险期间为 1 个月。分析显示，生猪期货上市后出现下跌的情况，近一个月
的平均收盘价格在 25.45 元/公斤。根据保险条款规定，保险公司每公斤需要
赔偿 4.05 元。按照每头生猪 100 公斤计算，可获得理赔款 405 元。鼎成牧业
本次为 700 头生猪购买了保险，一共获得了 28.35 万元的理赔款。

李新义 摄

汝阳

新蔡优化营商环境

贴福
康红军 摄

好服务助企业开足马力生产

新 宜阳
内容

“过新年，穿花衣。走，孩子们，
我们去城里买新衣服，大家春节穿上
花衣服。”2 月 3 日，南召县九源矿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叶建云走进南召县白土岗
镇圣井村困难户王金重家中，牵着 4 个孩
子的手，亲切地对孩子们说。孩子们听后高
兴得喜出望外、欢欣雀跃。
春节前夕，南召县九源矿业有限公司由南召县
扶贫办牵线搭桥，深入全县 4 个乡镇、15 个行政村
看望慰问 20 余户困难户，发放慰问资金 3 万余元，
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用拳拳爱心温暖着困难群众的
心田。
当天，
叶建云为王金重家送来2万元慰问金作为
新年的礼物。在王金重家座谈时，
叶建云看到孩子们
穿着朴素的衣服。随即萌生带着孩子们去县城买新
衣服的想法，
希望把孩子们打扮得漂漂亮亮。
叶建云开车拉着 4 个孩子，来到南召县城最繁
华的人民路中段的服装店，亲自为孩子们挑选合身
的新衣服。看着孩子们穿上崭新的衣服、鞋子，绽
放花一样的笑靥，
叶建云开心地笑了。
当日下午，叶建云分别为“三朵金花”购买一
身白色的冬装和一身紫色的春装，为 5 岁的小男孩
购买一件羽绒服、一条运动裤、一双运动鞋。服装
店的导购员结算时，叶建云为孩子们购置衣服一
共消费 7000 多元。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 董豪杰）2 月 9 日，副省长武国定到省农科院和河南
农业大学走访调研，看望慰问农业领域院士和专家学者，并向他们致以节日的
祝福和问候。
在省农科院，
武国定在听取该院在科技成果转化、农业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情
况汇报后，与中国工程院院士、省农科院院长张新友，小麦专家许为钢、雷振生，
油料专家张海洋，蔬菜专家张晓伟等进行座谈交流。武国定对各位专家学者一
年来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指出，要加快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建设，破
解一批种业
“卡脖子”
技术问题，
努力建设现代种业强省；
要用产业链思维推动农
业特色产业发展，建设一批特色农业强县、强镇和现代农业产业园；要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积极开拓高端农产品消费市场，
着力打造河南农业品牌。
在河南农业大学，武国定先后慰问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农业大学校长张
改平，小麦专家郭天财，玉米专家汤继华等，并与他们深入交流。武国定指出，
河南农业大学是我省农业领域的代表院校，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科技人
才培养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强调，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党的“三
农”工作重心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全面启动乡村建设行动。河
南农业大学等农业高等院校要找准定位、发挥优势，聚焦农业发展、农民需求，
深度参与我省乡村振兴；要强力推进农业科技重点领域的研究和创新，努力打
造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要当好我省农业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把人才科技优势转
化为乡村振兴优势，为我省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智力和科技支撑。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陈庚）2 月 9 日，漯河市政府与腾讯云计算（北
京）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及“腾讯云（漯河）工业云基地”合作共建签约仪式以视
频会议的形式举行。漯河市市长刘尚进、腾讯公司副总裁兼腾讯云总裁邱跃
鹏、河南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亚东出席签约仪式。
据悉，此次签约建设的“腾讯云（漯河）工业云基地”包括食品云平台、体验
展示中心、产业运营服务中心、食品培训中心，以及金融服务中心等。在漯河
本地建设食品云平台，数据存储在本地，保障数据安全和可控，实现漯河市深
化“三链同构”
“六个打通”的战略目标，助力漯河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中国食品名城”建设。

万象

新 南召

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助力我省实施乡村振兴

漯河牵手腾讯云打造“工业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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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万副春联
“飞入”
百姓家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张珂 程绍琦）春
节将至，年味愈浓，在宜阳，一副副火红的新春对
联，就像一张张微型的“红色成绩单”，承载着县内
书法家的翰墨芬芳、新春祝福“飞入”寻常百姓家。
据悉，
宜阳县已连续开展下乡进村义写春联活动
近40年。年年春联相似，岁岁内容创新。今年春节
前夕，
该县结合宣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脱贫
攻坚政策、
乡村振兴战略，
展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城
乡巨大变化等，
组织文学、书法爱好者撰写原创春联

本报联系电话

郑州

选花

本报记者 赵博 摄

300余组，
通过
“统一印制发放+现场义写分发”
方式
送到群众家中，
贴到门上。2018年以来，
该县开启印
制春联送群众活动，
坚持每年印制分发专题春联，
保
证农村群众家家户户贴上党委政府赠送的春联。
目前，宜阳已通过各项措施，将 60 余万副春联
送到了全县所有社区、村庄群众家中，让全县人民
家家户户贴上新春联。如今，在宜阳县，党委政府
为家家户户送春联已成为新春文化惠民大礼包中
备受群众欢迎的暖心节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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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宋超喜）2 月 4 日，农历小年，新蔡县产业集聚区
华丝时装生产车间依然是一派忙碌的景象，上百名工人正忙着赶制一批出口
美国、英国的服装订单。
华丝时装有限公司是新蔡县重点招商引资企业。
“从开工到投产，县领导
多次到企业调研，现场办公，服务企业发展。”公司副总经理毛旗华说，
“企业可
以开足马力安心生产，受益于新蔡县良好的营商环境，我们对企业做大做强越
来越有信心！”
（下转第二版）

敬告
读者

根据省政府春节放假的通知精神，本报 2 月 11 日
起停报，2 月 18 日（正月初七）起恢复正常出版。祝读者
朋友新春愉快，万事如意！
本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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