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甫故里诗词大会
在巩义开幕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李晓波
韩晓红）4月14日上午，巩义市“黄河文化

月”暨2021年杜甫故里诗词大会正式拉

开帷幕，国内外知名诗人、专家学者齐聚

杜甫故里，缅怀诗圣杜甫，共襄诗歌盛举。

此次杜甫故里诗词大会由中国诗歌

学会、河南省作家协会、郑州市委宣传部、

巩义市委、巩义市人民政府等共同主办，

主题为“弘扬杜甫文化、共建诗歌巩义、传

承家国情怀、逐梦民族复兴”，活动内容主

要包括“诗润巩梅春”晚会、杜甫诗歌书画

名家作品展暨杜甫重要游踪地书画联展

启动仪式、“杜甫杯”全国城市雕塑设计学

术研讨会、“杜甫杯”华语诗歌创作研讨会

等，旨在大力弘扬杜甫文化，讲好黄河故

事，擦亮“中国诗歌之乡”文化品牌，为现

代化美丽新巩义建设汇聚强大精神合力。

近年来，巩义市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连续七年举办杜甫故里诗词大会，持

续完善“子美书苑”城市书房、杜诗主题文

化公园等公共文化设施，深入开展“诗乡

月明”“我和诗圣有个约定”等全民诵诗活

动，让城市充满诗意，让文化历久弥新。

4月15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4月14日，灵宝市故县镇秦岭中学开展了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活动，学生们通过航空母

舰、无人机等模型，学习海陆空国防武器相关知识。 刘晓伟摄

在乡村振兴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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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共谋出彩磅礴力量

辛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隆重举行
齐续春王国生王凯刘伟出席

总投资34亿元
正大集团100万头生猪全产业链项目落户祥符区

救助困难群众 关爱留守妇女
我省民政系统十项措施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代珍珍）4月12日，记

者从省科技厅获悉，郑洛新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首批创新引领型产业集群专项

（以下简称“集群专项”）实施完成并通过

验收，取得了显著成效。

据了解，首批集群专项共包括8个

专项、29个课题，省财政科技资金支持

2.5亿元，带动企业累计完成资金投入

31.2亿元；累计申请专利609项，先后突

破产业共性关键技术143项，部分产品

打破国外垄断，填补了国内空白。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集群专

项着力“锻长板”“补短板”“推新品”，使

我省生物疫苗、新能源客车等领域技术

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高纯钛和精密磨

具等关键材料的自主可控能力进一步增

强，一批新产品成功研制，有望成为自创

区产业发展新动力，有力支撑郑洛新自

创区优势主导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

展。

本报讯（记者戴晓涵）如何充分发

挥脱贫攻坚兜底保障作用，确保平稳有

序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近日，省民政厅印发了

《关于巩固拓展民政领域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豫

民〔2021〕1号），明确了社会救助、社会

福利、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力量参与等

十项衔接措施，在保持民政领域兜底保

障政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调整优化民

政政策措施，提高民政管理质量和服务

水平。

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处长蔡茜向记

者介绍说，在过渡期内，我省各项政策将

总体保持稳定。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

群众纳入相应的社会救助保障范围，做

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落实“单人户纳

入低保”、就业成本扣减等政策；定期探

访三留守人员，及时防范、积极化解风险

隐患；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进一步完

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政策；加强农

村留守妇女关爱服务制度建设，完善农

村留守妇女关爱服务措施；推进低收入

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工作，逐步建立财

政支持农村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体系；

鼓励社会工作者等社会力量与农村重度

残疾人照护服务，指导农村地区做好精

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

《意见》提出，要健全农村低收入人

口监测预警机制，加快构建农村低收入

人口动态监测体系。及时将符合条件

的新致贫、返贫人口按照规定纳入低保

或特困供养范围；对已稳定脱贫、渐退

期满的农村低保对象，要稳步有序退出

低保范围。指导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

展，推进全省乡镇（街道）社工站全覆

盖。持续做好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区划

地名工作。

□本报记者李燕通讯员刘景澎陆曦

4月12日，记者来到睢县周堂镇乔寨

村首乡现代农业产业园内，设计别致的数

字农业运营中心，一排排整齐划一的现代

化种植大棚，呈现出一派乡村振兴新气象。

乔寨村位于睢县县城东南部，古称

“首乡”，“首乡春耕”为古睢州八景之一。

202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派驻睢县挂

职副县长贾毅选择乔寨村作为产业发展

点，用现代农业经营理念流转土地1400

亩，在睢县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投入资

金500万元，发展果蔬等经济作物。

“最初选择来乔寨发展产业，看中的

是这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便利的交

通，决定把这里的文化旅游与产业发展结

合起来，盘活资源，形成三产联动，带动群

众致富。”谈起发展产业园的初衷，贾毅说。

该村流转的土地归村委会管理，收

入归村集体所有，用于土地租金、工人工

资、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维护、教育、

养老等。“俺家流转2亩地，每年租金收

入1600元，俺还在园区一边跟着老师学

技术一边帮着管理，每月能领2000元，

很满足。”该村村民宋广东说，村里有40

多人在园区实现就业。

2020年11月，贾毅和村干部共同

努力，通过引进新品种，不断进行技术更

新，专门聘请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园

区果蔬长势好、品质好。在销路上，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支持，睢县拿到了河南省

首个上海市市外蔬菜主供应基地品牌，

乔寨村目前正在采摘的12个温棚蔬菜

已全部实现订单销售。

在园区的数字农业运营中心内，

LED大屏上显示着大棚内空气质量、湿

度、光照、土壤等实时监控数据，水肥一

体化的智慧灌溉系统为不同种类的农作

物提供着“营养餐”，满足其对水分、养分

的需求，还配备有植保无人机、遥感飞机

等智能化设备，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的

同时，还提升了农产品质量。

“以前，我们浇地费时费力，现在这

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系统，我一个人就

能通过手机管理13个大棚。”该村党支

部委员王冬丽说起智慧农业生产方式，

一脸激动和自豪。

“贾毅副县长不仅把新发展理念带

到了俺村，还亲自带着我们干，有他领着

路，我们有信心把乔寨发展成集产、购、

销、食、宿、娱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

村。”该村第一书记齐素静说。

“我们正在努力通过构建数字农业

信息化平台，把这个产业园建设成为豫

东地区领先的现代农业产业园，树立‘首

乡’品牌，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乔

寨样板’。”谈起未来发展，贾毅信心满

满。

睢县挂职副县长贾毅致力打造数字农业的“乔寨样板”——

“首乡春耕”添新韵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4月14日，总

投资约34亿元的正大集团100万头生猪

全产业链项目落户开封市祥符区。未来，

开封人可以在家门口的正大食品连锁店

里购买到安全、健康、美味的正大食品。

从1985年拿到我省第一张中外合

资企业营业执照、成立开封正大有限公

司起，到2020年，正大集团在河南已发

展到37家法人企业，涵盖了农牧食品、

摩托车、地产、生物制药、商业零售5大

领域，成为该集团在中国投资最多、投资

产业最全、投资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开封

市也成为正大集团现代农牧食品业投资

最全的地方。

此次落户祥符区的100万头生猪

全产业链项目，包括 100万头生猪养

殖、100万头生猪屠宰及食品加工、正

大食品连锁专卖项目、标准化生态循环

种植基地项目等，计划3年时间内完成

项目建设。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总体国家安全

观研究中心14日挂牌成立，秘书处设在中国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成立专门机构对总体

国家安全观进行系统研究，将对学习贯彻总

体国家安全观发挥引领示范的关键作用。

据介绍，研究中心成立后，将紧密围绕总

体国家安全观开展研究，丰富和完善理论体

系；向国内外宣介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思想；

聚焦服务国家安全决策，提出维护国家安全

的高质量政策建议。

据悉，2021年4月15日，研究中心首批

成果《总体国家安全观系列丛书》（第一辑）将

由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丛书由总体国家

安全观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院长袁鹏主编，分为《历史与国家安

全》《地理与国家安全》《文化与国家安全》《大

国崛起与国家安全》《百年变局与国家安全》

《生物安全与国家安全》共六册。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成立

本报讯（记者冯芸 归欣 马涛 冯刘
克）颂同根同祖同源，祈和平和睦和谐。4

月14日，农历三月初三，辛丑年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在新郑黄帝故里隆重举行。海

内外炎黄子孙齐聚中原大地，拜谒人文始

祖轩辕黄帝，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祈福中

华民族繁荣昌盛。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齐续春，省

委书记王国生、代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

刘伟出席大典。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刘

军川，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隋

军，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杨毅

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顾伯平，

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嘉毅，陕西

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出席大典。

9时15分，大典主司仪刘伟宣布辛丑

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开始。

王凯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代表大典

主办单位和河南父老乡亲，向参加拜祖大

典的各位嘉宾、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欢

迎。他说，河南是黄帝的出生地、创业地、

建都地，千百年来，中原儿女秉承祖志、铿

锵前行，创造了辉煌的发展历史，赓续着

灿烂的黄河文化。近年来，河南人民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和衷共济，砥砺奋

进，在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上展现出更大作

为，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取得重大进展，

谱写了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站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中

原儿女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着力建

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生态强省、开放强

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奋勇争

先、共谋出彩的磅礴力量，加快建设现代

化河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大典共有盛世礼乐、敬献花篮、净手

上香、行施拜礼、恭读拜文、高唱颂歌、乐

舞敬拜、祈福中华、天地人和等9项仪程。

27名司仪人员行三献礼，献上五谷、

瓜果、丝帛，展现传统祭拜仪式的仪制。

齐续春、王国生、王凯、刘军川、隋军、

杨毅周、顾伯平、徐立毅等先后走上拜祖

台，向黄帝像敬献花篮。12名社会各界

优秀中华儿女和少年儿童代表，走上拜祖

台，敬献鲜花。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

名誉会长蔡冠深，澳门河南商会会长丁

剑等走到台前，虔诚地净手上香。

现场全体人员面向黄帝像三鞠躬，行

施拜礼，表达炎黄子孙对人文始祖的无限尊

崇。

随后，齐续春缓步登上拜祖台，恭读

拜祖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华夏根

脉，源远流长。启迪蒙昧，文明初创。我

祖勋德，恩泽八方……”以庄严神圣之心，

追远感恩之情，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祈福，

恭颂人文始祖轩辕黄帝肇造文明、护佑中

华之功德。

在接下来的仪程中，童声合唱团齐声

高唱《黄帝颂》，舞蹈演员手持竹简，和着

古乐，用舞姿表达华夏儿女对先祖的追思

和敬仰。我省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全国抗疫先进个人荣誉的代表等，手

持火炬于长明火处取火，点燃火炬，为民

族祈福、为复兴喝彩。

最后，少年儿童在拜祖台前放飞气

球，全场鼓乐齐鸣、礼花怒放、彩球腾空，

拜祖大典现场一片沸腾。

10时许，刘伟宣布：辛丑年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告成。

郭庚茂、王全书、孙守刚、甘荣坤、穆

为民、江凌、曲孝丽、赵素萍、徐济超、戴

柏华、何金平、武国定、霍金花、顾雪飞、

刘玉江、周春艳、李英杰、龚立群、张亚

忠、高体健、张震宇、刘炯天、朱焕然等出

席大典。

本届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由河南省人

民政府、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国务院台湾

事务办公室、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华炎黄文化

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郑州市人民政

府、政协郑州市委员会、新郑市人民政府

承办，突出宣传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社会各界代表及近百家新闻媒体

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了拜祖大典。

在现场拜祖的同时，大典还开通了网

上拜祖祈福平台。截至14日17：00，全

网点击量达到17.13亿人次，累计参与祈

福互动5825万余人次。

□本报记者黄红立见习记者张惟一
通讯员郭小梅

“土壤施什么肥，测土得出的数据说

了算；用多少量，作物需要说了算。”四月

的济源，春意盎然，在王屋镇的高山制种

蔬菜基地，济源市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潘进

军正在田间给农民讲解配方肥料的使用。

“这是我第 4 年使用测土配方肥

了。”种植户刘青说，以前种地，别人用什

么肥自己也跟着用什么肥，结果粮食产

量上去了，土壤却板结了。自从用了测

土配方肥，尽管每年每亩地少用了10公

斤左右的肥料，但产量不减反增，而且土

壤也开始变松软了。

近年来，济源持续开展化肥减量增

效行动，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

显著成效。自2015年以来，济源化肥使

用量总体呈连年下降趋势。2020年，济

源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已覆盖全市所有行

政村，技术覆盖率达90%以上，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推广面积为72万亩，配方肥施

用面积30万亩，有机肥施用面积12.6万

亩，机械化施肥面积64万亩，肥料利用

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相较于2015年，

济源2019年的化肥用量减少了591吨。

“化肥用量连年减少，得益于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的大面积覆盖和有机肥使用

量逐步增加。”潘进军说，农技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采取进村入户、蹲点包片的形

式，对规模经营大户实行“入田测土、送

肥上门”；对咨询农户实行“坐堂指导、开

具配方”；对购肥农民实行“智能配肥、售

后跟踪”；对远程农户实行“网络诊断、短

信服务”。通过合理引导农民施用农家

肥，加快了有机肥使用步伐，在秸秆还田

的基础上，土壤养分结构得到了明显改

善，提高了耕地质量。

潘进军介绍，下一步，济源将牢固树

立新发展理念，推广绿色生产模式，持续

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和化肥减量增效，优

化施肥结构，围绕绿色生态做好减肥增

效、农田节水的“减法”，围绕藏粮于地做

好耕地地力提升、肥料质量管理、化肥利

用率的“加法”，助推农业丰产、农民增

收，实现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化肥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了 产量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了
济源持续开展化肥减量增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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