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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9月23日，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和解读《河南省养老服务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的制定过程、主要内容，

并就具体落实回答了记者提问。

发布会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公乐介绍，《条例》已于2022年 7月

30日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 2022年 10

月1日起正式施行。

根据人口“七普”数据，我省60岁

以上人口 1796 万，占常住人口的

18.08%，比“六普”上升 5.35 个百分

点。“十四五”期间，我省将进入第二

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期，老龄化进程

将明显加快。家庭结构也呈现出小

型化、少子化、空巢化趋势，传统的家

庭养老功能进一步减弱，养老服务供

需矛盾更加突出，迫切需要通过立法

来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着力破解养老

服务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题，让

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条例》制定中，坚持把贯彻中

央决策部署和突出河南特色相结合，

突出重点，努力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为推动我省养老服务高质

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李公乐介

绍。《条例》共九章八十七条，设置总

则、规划和建设、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机构养老服务、医养康养结合服务、

扶持保障措施、监督管理、法律责任、

附则等，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9月23日，

省委宣传部举办“河南这十年”主题

系列发展改革专场新闻发布会。会

上，省发改委一级巡视员郭玮介绍，

十年来，我省先后实施110多件省重

点民生实事，积极回应“槽点”、纾解

“痛点”、打通“堵点”、补齐“断点”。

郭玮介绍，十年来，我省在支农

惠农、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

生、基础设施、城乡住房、生态环境、

科教文化、社会治理等领域，用心用

情用力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

通过综合性改造提升，推进老旧

小区改造，目前已累计改造超过 160

万户。近五年全省累计实施农村公

路改造里程6.28万公里，实现17.9万

个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持续推

进农村电网升级改造，2015~2021年

累计新建改造配电变压器10万余台，

消除了用电“低电压”“卡脖子”问

题。免费为 650 多万名妇女进行了

“两癌”筛查，为11.2万名残疾儿童提

供康复救助服务。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城市公共区域窨井设施维护改造

专项行动，累计完成窨井设施整治60

万余处，根治“都市陷阱”。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9月23日，

省委宣传部举办“河南这十年”主题

系列发展改革专场新闻发布会，重点

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发展改革事

业取得的显著成就，回应社会关切。

发布会上，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党组书记、主任马健介绍，十年来，我

省经济总量连跨4个台阶，全省经济

总量占全国的5%、居第5位，年均增

长7.1%，实现了3万亿元、4万亿元、5

万亿元的跨越，今年河南有把握超过6

万亿元，为稳经济大盘尽责任作贡献。

十年来，我省产业结构实现了由

“二三一”产业结构向“三二一”产业

结构的历史性转变。全省投资年平

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7个百分

点，2021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达 24381.70 亿元，是 2012 年的 2.3

倍，年均增长9.5%。对外贸易持续创

新高。2021年全省货物进出口总值

8208.1 亿元，是 2012 年的 2.5 倍，年

均增长 10.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43个百分点，外贸总量连续10年居

中部第一位。农业强省地位愈加凸

显。粮食产量占全国1/10，小麦产量

占全国 1/4，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7580万亩，粮食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

1300亿斤以上，每年外调原粮及制成

品600亿斤左右，牢牢扛稳了粮食安

全政治责任、民生责任。

本报讯（记者王旭）9月25日，省

委宣传部举办“河南这十年”主题系

列焦作专场新闻发布会。焦作市委

书记葛巧红介绍，2021年，全市人均

GDP达到60643元，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全省第四。今年1~8月，主要经

济指标增速均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

平，为全国、全省稳经济大盘作出了

焦作贡献。

十年来，焦作市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由 10113 元增加到 22180

元，年均增长 9.1%，城乡人均可支配

收入比例全省最小。2021年脱贫人

口 年 人 均 收 入 1.33 万 元、增 幅 达

9.3%，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

线。民生支出从 119.1 亿元增长到

232.5 亿元，十年累计支出 1839.1 亿

元、年均增长 7.7%，民生支出占比提

高到 76.2%。同时，坚持把文旅文创

深度融合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本报讯（记者王旭）9月25日，省

委宣传部举办“河南这十年”主题系

列鹤壁专场新闻发布会。十年来，鹤

壁在转型发展中跨越奋进，全市地区

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实现了翻番，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012年的2.1

倍，荣获全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示范

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

等91张“国字号”名片。

鹤壁市委书记马富国介绍，近年

来，鹤壁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一时代主

题，在全省率先提出了“打造高质量

党建试点市、建设高质量发展城市”

的构想，积极推进全国产业转型升级

示范区等“五区”创建，走出了一条以

创新驱动为引领的特色化、差异化高

质量发展之路。

今年上半年，鹤壁市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4.2%，主要经济指标均高于或

优于全省平均水平。

“河南这十年”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

□本报记者 董豪杰

“快看，芝麻底下还种上了辣椒，还是第一次见。”9月 23日，

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会场智慧农田展示区，不少

参观者惊叹不已。

高秆的芝麻和矮小的辣椒同种一块儿田，确实是稀

奇事儿。国家特油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站长、

漯河市农科院副院长张仙美介绍说，这是芝麻小

尖椒间作技术模式，能够实现一亩双收。芝麻

与辣椒高矮不同，采用间作模式，可以充分利

用作物高矮时空差异，通风透光好，改变田

间小气候。对于辣椒来说，芝麻适当遮

阴，可以提高辣椒坐果率，减轻辣椒“日

灼病”的发生，提升辣椒品质；对芝麻

来说，充分发挥边行优势，通风透光

好，提高抗病抗逆性，结蒴多，籽粒

饱，提高单产、改善品质，实现互

惠互利、一举两得。

“这个芝麻不简单。”张仙

美说，即使成熟后，芝麻籽粒

也不会脱落。这里种植的是

全球首个通过人工诱变技术

选育的抗落粒型芝麻新品种

豫芝 NS610，可以实现机械

化收获。除了选好品种和种

植模式外，专家还试验示范

了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

防控、全程轻简机械化种植

等技术，通过数字化、智能

化、可视化的智慧农业管理

平台系统，利用物联网技术，

把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

智能化物联网有机结合，在

田间地头打造科技“盛宴”。

在漯河市，四分之三的辣

椒是小麦套种，芝麻的“加入”

带来了新模式。张仙美介绍，

首先是小麦间作套种辣椒，小麦

收获后辣椒间作芝麻，这种小

麦-辣椒-芝麻模式，缓解了“粮

经油”争地矛盾，能够带来良好的

收益，小麦亩产500公斤、辣椒亩产

350公斤、芝麻亩产80公斤，整体效

益达万元以上，应用前景广阔。

□李梦露于涛

9月 23日，在 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河南省主会场杜曲竹编馆里，79岁的徐彦

德正坐在竹编架前的小马扎上，一双覆着厚

硬老茧的手转动着“乾坤轴”，不断被挑压的

篾丝交织成细密轻薄的竹筛面。

跟徐彦德一起坐在场馆内忙着“编筐挝

篓”的都是来自临颍县杜曲镇贾徐王村的竹

编老把式，年轻一点的村民则充当展馆介绍

员接待游客。“我们村过去家家户户做竹编，

现在村里40%的家庭还在继续这项技艺，中

老年人没有不会的。”竹编馆解说员、50岁

的村民贾永福说。

杜曲镇位于颍河岸边，过去经常遭遇洪

灾，人多地少，村民为了生存，硬是“无中生

有”，发展出“竹木柳荆铁”等传统手工业，其

中贾徐王村就以竹编为代表。

“我们家20多口人，总共才六七亩地，我

只知道从爷爷那辈开始就做竹编了。”徐彦德

也说不准村里竹编的历史能追溯到什么时

候。从南方进来的竹材料，要经过选竹、刮

青、下料、剖条、起篾、起底、编制和封边八大

步骤才能成为竹编产品，细分下来有二十多

道小步骤。

过去，贾徐王村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分工

合作，小辈做简单的步骤，老辈“兜底”做难度

高的步骤，一个家庭就是一条生产线。如今，

这条生产线的末端延伸出了新的电商销售环

节，小辈们反而成了最后“兜底”的人。

回看历史，贾徐王村的竹编产业曾经很辉

煌，市场需求虽不断变化，但村里总能及时调

整，在不同时代创作出广受欢迎的“明星产品”。

“一开始是农村夏季乘凉必备的竹床、竹

家具，周边十里八乡用的全是我们做的家具；

后来村里因为做建筑工地用的竹架板出了

名，一度成为全省最大的竹架板生产基地，这

也造就了全省第一批‘万元户’。”贾永福回

忆。

时代变化，越来越多新的工业材料不断

涌现，竹编技艺、竹编产品逐渐变得边缘化。

“现在村里逐渐调整了方向，竹家具、竹

工具的销售渠道以电商为主，销售对象以度

假观光宾馆为主，同时还跟一些装饰公司合

作，为公园和展会做大型竹造景，一单就能收

入几十万元。”贾永福说。

以贾徐王村为代表的杜曲竹编，是黄淮

海平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这项

竹编技艺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

下又成为贾徐王村振兴的希望。

本报讯（记者杨利伟 仵树大 通讯员张
星 李晶）9月 23日，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河南省主会场活动在临颍县举办，来自漯河

市郾城区的非遗文创产品各具特色，吸引了

众人的目光。

“这幅砖雕刻画了许慎一生的故事，砖雕

的厚重、质朴恰如许慎的性格淳朴、敦厚，让

大家在欣赏作品的同时，也能体味汉字的博

大精深。”活动现场，非遗传承人吕东宁正在

为来宾介绍砖雕作品《字圣许慎》。

该作品共计18块，采用中国民间特有的

多点透视、散点透视原理和高浮雕、透雕的传

统砖雕手法，人物、花草树木、动物、楼台亭阁

等细节栩栩如生，将许慎当时的生活状态和

事件生动立体地呈现了出来。

展示区内，一个个缩小版的青龙映入眼

帘，威风凛凛中透着精致可爱，名为“健身

龙”。“健身龙”创新改良自孟庙镇何庄村非遗

项目青龙舞，龙身是由10米长的丝织物制作

而成，龙头用一根短绳系着，牵绳便可玩转

起来，非常轻便，利于健身，深受群众喜爱。

“现在通过抖音直播、微信小程序等渠

道线上销售，月销售量可达900余单，月销

售额约20万元，日子越过越美了！”传承人

何永钢说，希望通过丰收节，让更多人了解

非遗，爱上非遗。

在郾城区文化旅游局的指导下，何庄村

青龙舞在传承中不断创新，2021年注册了

“颍河龙”商标，以“公司+农户”的方式组建

“非遗手工坊”，生产“健身龙”“彩带龙”等手

工产品，打造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

业链条。

“我们将继续促进郾城非遗的改革创

新，让非遗产品不再‘高冷’，走进百姓生活，

提振非遗产业，为乡村经济发展添活力、增

动力。”郾城区文化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

庆丰收 迎盛会 《河南省养老服务条例》10月1日起施行

十年来 我省经济总量连跨4个台阶

我省五年累计改造农村公路6.28万公里

去年焦作人均GDP达到60643元

鹤壁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

场内画丰收 场外话丰收

□本报记者 冯刘克 通讯员 刘广伟

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正是踩对

了“一人食”的风口，作为郑州市中原

区的食品企业，食族人近几年发展迅

速，38款方便食品备受年轻人青睐，酸

辣粉、爆肚粉等成为热销产品，2021

年天猫酸辣粉销量，食族人品牌排在

第一名。

“我们今年通过合作工厂与河南、

安徽、江西等原材料产地达成采购协

议，预计全年将采购红薯淀粉3800多

万元、土豆淀粉 1700多万元、牛肉和

牛肚5000多万元，合计采购涉农涉牧

产品金额将达 3.5 亿元，直接帮助

3000余户农民、牧民增收，间接解决

5000多名农民工就业问题。”9月 19

日，河南食族人有限公司负责人僧磊

介绍说。

为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

中原区立足实际，迅速启动帮扶机制，

制订实施方案，协调动员辖区民营企

业踊跃投身“万企兴万村”行动中，为

实现乡村振兴作出新贡献。

中原区委统战部、中原区工商联

联合中原区农委，对辖区村庄数量、位

置、党建情况、发展现状、产业特征、村

民诉求等进行了调查，立足各村实际，

明确了不同村庄的帮扶内容，确定郑

州百祥物业与董砦村、郑州云顶服饰

与三十里铺村等结成共建关系，引导

非公企业参与村内道路改造、公共服

务等设施或项目建设。

郑州市大博金职业培训学校主

要从事农民工技能培训。该校校长禹

海军说：“今年以来，我们已经面向全

省农民培训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塔

式起重机司机、信号司索工等3800人

次，为河南五建、中铁七局等输送了众

多持证的技术工人，有的工人月工资

达7000多元。”

据介绍，中原区委统战部、中原

区工商联下一步将帮助企业纾困解

难，促进村企共建共赢，实现有效衔

接，深化互动合作，全面助力乡村振

兴。

企业有担当 兴村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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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创产品亮相丰收节

一捆竹，一双手，一个村子的希望

巧手庆丰收

临颍辣椒展示

农民在进行拔河比赛农民在进行拔河比赛

农产品展示农产品展示

新品种大枣新品种大枣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杨远高提供

主会场活动精彩纷呈

□李梦露于涛

“这幅画画的就是我们村的样子。每年玉米收

下来，都会像这样被圈在铁丝框里露天晾着，等干了

再卖掉；玉米仓后面画的是村里家家户户都住的小洋

楼……”9月23日，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

会场的农民画展馆里，农民画家丁秀月正在向游客介

绍她的画作内容。

丁秀月是舞阳县九街镇顿庄村村民，丈夫在外务

工，她在家里照顾两个孩子和六七亩地的庄稼。前两

年，丁秀月开始在舞阳县农民画院学习、创作农民画，

绘画已经成为她农闲时最重要的业余爱好。前几天

丁秀月刚收了家里的玉米，腾出空来带上画到丰收节

参展。

舞阳农民画源于20世纪50年代。过去，为了配

合当时的生产运动，农民“一手拿锄头、一手拿画笔”，

通过绘画表现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如今，丁秀

月的画作则更像是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场内画丰收，场外话丰收。

会场外，皇帝庙乡商桥村秋收接近尾声，村道上，

旋耕机、小三轮来来往往；村道旁，刚收获的玉米摊晾

在院子内外，金灿灿一大片。村里水塘边上，50岁的

邢素芬跟妈妈一起带着小孙女闲聊玩耍，享受农忙后

的时光。到娘家串门的她精心打扮，穿着步裙、丝袜、

高跟鞋，只有黝黑的肤色还带着干过农活的痕迹。

“今年收成不错，一亩玉米卖了2000块钱，跟去

年情况差不多。”邢素芬嫁到了东边不远的大袁村，老

公在外打工，家里七八亩地全靠她一个人忙活。

“今年天旱，但是对玉米没啥影响，地头的井一直

都不缺水，我家一共浇了三回。”邢素芬说。

今年漯河全市秋作物播种总面积281.86万亩，比

去年增0.46万亩，粮食作物面积196.65万亩，比去年

增9.57万亩。虽然播种推迟、播期分散，先后出现两次

阶段性干旱，但种植结构调整力

度大，关键技术到位率高，

秋田管理到位，秋粮

丰收已成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