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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观察客户端

今天白天到夜里 阴天有小到中雨 风力 偏北风2~3级 温度 最高17℃ 最低12℃ 降水概率80% 新闻热线：67655551http://www.zynew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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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
中 央 委 员 会 工 作 条 例》

新华社深圳10月12日电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将于14日上午在广东省深圳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
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市领导开展专题调研

调动各方力量提高重点
区域国民体质监测能力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实习生 王爽）昨日，市政协主席张延明

带领市体育局、市教育局、市卫健委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以及部分
市政协委员，就“建设健康郑州，着力推进我市国民体质监测工
作进展”进行专题调研。市政协副主席王万鹏参加调研。

张延明一行先后来到河南省直三院体医融合点和金水区新
建幼儿园，实地察看国民体质监测工作进展，了解相关监测设备
使用情况和在校中小学幼儿园学生体质监测工作存在的问题。
据悉，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每五年一次，去年郑州市国民体质监测
合格率为92.3%，达到“健康中国”和“健康中原”目标。

随后召开的座谈会听取了我市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开展情
况。市政协委员围绕区县市监测专业人员缺乏、农村青壮年监
测数据不足等情况，提出加强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培养医
体融合人才等建议。 （下转二版）

短纤期货昨日
在郑商所上市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暨中国期货市场
成立30周年之际，短纤期货昨日在郑商所挂牌交易。短纤期货
的上市，将为纺织行业发展提供更多风险管理工具，对于促进河
南乃至全国纺织行业市场主体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短纤、纺织品产消国。短纤期货
的标的物涤纶短纤，与棉花、粘胶短纤并列为棉纺织行业的三大
原料，是保障我国纺织工业发展的主要原料之一。短纤产品兼
具化工、纺织概念，其价格受原料成本、供需结构、经济周期、国
际市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波动较频繁。据统计，2014 年至
2019年，短纤价格年均波幅达到 33%。短纤生产、贸易及消费
企业的避险需求迫切，多次呼吁尽快推出短纤期货，为企业提供
规避风险工具。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副会长贺燕丽表示，短纤期货市场
可以形成公开、透明、连续、权威的期货价格，指导企业灵活调整
未来生产计划，还可以为国家部委、行业协会等制定行业政策提
供重要参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可以通过套期保值管理经营风
险，也可以提前锁定采购成本或销售利润，保证企业稳定经营。

郑商所理事长熊军表示，郑商所从农产品起步，逐步发展成
为产品覆盖粮、棉、油、糖、果和能源、化工、纺织、冶金、建材等国
民经济重要领域的综合性期货及衍生品交易所。短纤期货上市
后，将与郑商所已上市的棉花、PTA期货期权和棉纱期货一道，
更好发挥板块“集聚效应”，形成更加完备的聚酯和纺织产业风
险管理工具体系，助力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国际竞
争力，增强定价话语权。

习近平明日将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我省开展事业单位
脱贫攻坚专项奖励

本报讯（记者 李娜）为进一步激励我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昨
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该厅日前下发通知，决定对在全省脱
贫攻坚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集体开展专
项奖励工作。

奖励范围包括：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聚
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聚焦脱贫攻坚重点任务，减贫带
贫事迹突出、成效显著，群众认可、社会公认的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和集体。对符合奖励条件的已故人员，可以追授奖励。

奖励包括嘉奖、记功和记大功三类。其中，积极投身脱贫攻
坚，深入农户、对口帮扶，精准帮助贫困户脱贫，受到贫困户和当
地群众认可，在当地起到示范带头作用的，给予嘉奖。深入扶贫
一线，扶贫扶志扶智，带领群众脱贫，出色完成扶贫任务，在本地
区创新扶贫经验和模式的，给予记功。精准开展脱贫致富，树样
板、立标杆，勇于探索，攻坚克难，开拓创新，取得了成功的扶贫
经验和模式，在全省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给予记大功。

本次专项奖励按照向基层一线倾斜，向扶贫任务重、脱贫难
度大的省辖市倾斜，向重点扶贫领域倾斜的原则，推荐名额。嘉
奖名额原则上按非贫困县（市、区）20个、贫困县 25个、深度贫
困县 30 个、省辖市市直 30 个分配。记功名额按嘉奖名额的
10%确定，记大功名额按记功名额的 10%推荐，集体奖励按照
相应个人奖励的 20%确定，由省辖市统筹掌握。各省辖市原则
上推荐 1~2 个集体记大功。省直定点扶贫单位、定点扶贫高
校，校地结对帮扶精准扶贫行动高校原则上推荐 1~2名嘉奖，
表现特别突出，取得显著脱贫成效，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人员可
推荐记功、记大功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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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走进素有新郑市“粮仓”之
称的观音寺镇，只见一台台农机在玉米地
里来回穿梭，一个个玉米秆被它吞入腹中，
吐出金灿灿的玉米棒。

农机手杨勇峰家住附近十里铺村。他
说，五年前，很多外地农机手来给他们收粮
食，看得他心里直痒痒。于是他拿出家里
的积蓄购买了一台玉米收割机和一台犁地
机，几年下来，凭着勤劳与诚实，已经成为
远近闻名的农机“好把式”。

杨勇峰熟练地操作着机器，不一会儿
就收割了一大片。他告诉记者，他们家里
种了 10多亩地，要是靠人纯手工掰玉米，
全家上阵还得用五六天。现在一个人两小
时就能搞定。

在收完的玉米地里，被机器粉碎后的
玉米秆均匀地撒在地面上，散发着植物独
有的清香。杨勇峰介绍说，这些玉米秆有
的直接粉碎还田，有的被农牧公司收走做
成饲料。与以往相比，现在农业生产更注
重绿色环保。

耕种机械化的同时，种植结构也走向
多元化。几年前，新郑市的秋粮大多是玉
米、花生等传统农作物，如今田野里——一
串串葡萄挂满枝头，一箱箱猕猴桃散发着
清香，一个个吊瓜等人来采摘……近年来
的农业供给侧改革中，新郑市不断调整种
植结构。

“种了一辈子玉米、小麦，没想到我们
这地里还能长出这么好吃的猕猴桃。”观音

寺镇十里铺村 63岁的村民赵喜德跟土地
打了一辈子交道。2017年，他开始种植猕
猴桃，施肥、除草、修剪枝叶，田间管理需要
更加精心。

“今年是第二年挂果了，收成比去年
好。”正在给猕猴桃装箱的赵喜德说，一部
分送往附近超市，一部分通过手机卖到网
上，一亩地能多收入两千多元。除了猕猴
桃，新郑市还鼓励村民种植核桃、桃、葡萄
等，已经初步形成经济作物粮食作物比例
合理的种植结构。

不远处的新郑市具茨山管委会白庙
村，第一书记李付军正带着该村的“稷风小
米”，到郑州推介扶贫产品。

“具茨山小米是新郑老品牌，白庙村是

主产区。之前，群众缺少市场经验，种植不
集中，长期以来销售不理想。”李付军说，近
年的脱贫攻坚中，白庙村成立了稷风农业
种植专业合作社。村民种植的小米，合作
社统一收购，注册“稷风”商标，申请了商品
二维码和条形码，“稷风小米”逐渐成名。

“合作社解决了后顾之忧，只要种好
地就中。”村民房子娟说。近年来，新郑市
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民办、民管、
民受益为原则，围绕农业主导产业、优势
产业和特色产业，不断巩固、规范、提高、
发展农村合作产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合作社，成为新型农
民。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成为乡村
振兴的新主角。

田间话桑麻 开心说变化
本报记者 张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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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史锋华
文/图）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郑
州再开铁海联运班列。10月 10日晚，一
列装有 66 标箱的集装箱铁海联运班列
（长荣号）从中铁联集郑州中心站发运。
该趟班列运行 26小时后，到达山东港口
青岛口岸，再装船出口至欧洲地区。

郑州—青岛铁海联运班列的成功发
运，是中铁联集公司、山东港口物流集
团、长荣船公司强强联合、融合发展的具
体体现，标志着山东港口物流集团以郑

州为中心，辐射河南周边的多式联运网
络体系已经建立。

为确保郑州—青岛铁海联运班列
常态化开行，铁路、港口、船公司和企业
多方发挥各自功能优势，协同聚力，共
同搭建起了一条全程、全域、全链条的
物流大通道。

中铁联集郑州中心站在郑州政策支
持下，申请运价下浮，保障运力到位，开展
国际箱堆场业务，释放场站集疏能力；山
东港口物流集团以港口多式联运平台为

依托，为河南的进出口
企业简化流程、提高时
效、降低物流成本；长荣船
公司利用船队规模和货柜承
载量居全球领先地位的优势，为
河南企业签发全程提单，高效快捷。

据统计，今年 1~9月，郑州至青
岛港、连云港、天津港、宁波港等铁海联
运开行 196 列 13328 标箱，同比增加
10%；其中青岛港班列开行 118列 8118
标箱，占比60%。

再添空中丝路新通道！
郑州直飞赫尔辛基航线开航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曹楷 程硕
文/图）12日凌晨 2时许，一架吉祥航空

身披“吉享丝路”彩绘的波音 787 客
机，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从郑州

机场腾空而起，9个小时后抵达
芬兰赫尔辛基，这标志着新冠

肺炎疫情后国内航空公司
新开通的首条洲际定期

客运航线——郑州至
赫尔辛基定期客运

航线顺利开航。
郑州至赫

尔 辛 基 航
线 ，每 周

1 班 ，
由波

音 787-9梦想客机执飞。去程每周一 01:55从
郑州机场起飞，当地时间 06:10抵达赫尔辛基；
回程当地时间每周一20:30从赫尔辛基起飞，次
日10:00抵达郑州。

“以前去芬兰都需要转机，转机候机要等好
几个小时，现在有了直飞航班，方便多了。”乘坐
首航航班的一名旅客告诉记者。

据了解，郑州至赫尔辛基客运航线的开通，
是河南省“豫芬合作”项目迈出的重要一步，对于
加强我省与芬兰及北欧各国之间的经贸文化往
来、助力我省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打
造内陆开放高地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河南机
场集团将借此机会探索与芬兰在航空货运、航空
货站及其他有关航空方面的合作，并与吉祥航空
继续加强合作，逐步开通郑州至巴黎、米兰、洛杉
矶等定期客运航线。

赫尔辛基是芬兰经济、政治、文化、旅游和交
通中心，毗邻波罗的海，旅游资源丰富；赫尔辛基
万塔机场是芬兰的国际门户机场，是欧洲通往亚
洲的第五大枢纽机场，航线网络遍布欧洲主要

城市和亚洲地区20多个城市。
另据了解，今年 1~9月份，郑州机场航

空货运逆势而上，完成货邮吞吐量 42.6
万吨，同比增长 21.6%，增速位居全国

大型机场首位；航空客运加快恢复，
完成旅客吞吐量 1463.5万人次，

全国排名提升至第11位，恢复
速度位居全国主要机场第 3

位。目前，郑州机场日均
客运量已恢复至 8 万

人次以上，国内航班
旅客量已超出去

年同期水平，实
现了疫情后

的快速恢
复。

昨日凌晨，郑州至芬兰赫尔辛基定期客运航线顺利开航

10 日，郑州—
青岛铁海联运班列
成功发运

我省征集明年
重点民生实事

河南省政府
任免一批干部

6版抗疫一线医务人员
优先申报评审职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