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8日上午，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前，“代表通道”正式开启，10位省人大代表围
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医疗教育等社会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现
场回答记者提问，畅谈履职心声，为“十四五”河南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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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民生关切事
分享发展金点子

郑报全媒体记者 覃岩峰董艳竹 张昕

扶贫扶智帮助
贫困生上大学

——访省人大代表刘成章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省人大代表、周
口市郸城县一高校长刘成章说，扶贫一定要先把

“智力”扶起来！培养一名大学生，挖掉一个穷根子。
一个学生考上好的大学，他就能带动一个家庭、家族
甚至一个村脱贫致富。

刘成章表示，郸城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80%的学生来自农村,其中很多都是贫困家庭的学
生，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贫困生家族的受教育程度
普遍较低，如果不解决教育问题，很容易造成贫困代
际传递。如何让这些贫困家庭的孩子考上好大学。
郸城县针对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量身定做一套辅
导方案，不仅仅是学习上的，还有心理上的，帮他们
树立自信心和人生目标，把他们的“志气”也扶起
来。实践证明，效果非常好，以郸城一高为例，2012
年以来共有 292人考入北大清华，其中大部分是农村
学生，有不少人学业有成之后，回来报效家乡。

刘成章说，“三农”工作的重点今年起将由脱贫攻
坚转向乡村振兴，乡村要想振兴，人才是关键，建议国
家出台更多优惠政策，支持大学生返乡创业，把那些
爱家乡、会创业、有知识、有见识、有能力的大学生吸
引回来，乡村振兴的路子才能越走越宽。

代表通道

在“两袋”上下足功夫
贫困村变身文明村

——访省人大代表张三

“乡村振兴关键就是要党建引领、凝聚民心、
消除安逸心态。群众生活富不富，关键要看党支
部；干部群众一条心，黄土也能变成金。”省人大代表、
洛阳市新安县磁涧镇礼河村党支部书记张三说, 10
多年前，礼河村是全县有名的穷村、乱村，2018年，摘
掉了省定贫困村的帽子，现在是全国文明村。

张三说，礼河村旧貌换新颜，主要是在“两袋”上
下足了功夫：

第一就是把思想装进群众的脑袋。16年来，围绕
各项工作礼河村编了 300多条“顺口溜”，都发挥了意
想不到的作用。过去村里有户姓刘的村民，天天围着
牌场转，当他念到“顺口溜”中“穷没根、富没苗，幸福
生活靠勤劳……”时，当场表态：“以后好好干，再也不
能当懒汉！”，随后也顺利脱贫。

第二就是把钱装进群众的口袋。围绕沟域经济，
礼河村发展大粒樱桃。目前，礼河村种植的大粒樱桃
面积已超过3000亩，年收入2000多万元。下一步，礼
河村还将延伸产业链条、调整产业结构，让樱桃从“一
月红”变为“四季火”，将樱桃树变成“摇钱树”。

鲲鹏项目落地
见证“河南速度”

——访省人大代表郑文青

省人大代表、黄河科技集团信息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郑文青介绍了黄河鲲鹏计算产
业生态链的建设情况，用实际行动见证了“河南速
度”。她说，发展黄河鲲鹏产业，是省委、省政府用科
技创新筑牢制造业根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布局和具体举措，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让河南有自己
品牌的电脑和服务器”。

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做了哪些努力？郑文青用一
组数字来回答：“58”天，这是鲲鹏项目落地河南所用的
时间，刷新了河南实体企业落地的纪录，这个速度是“黄
河速度”，也是“河南速度”；“6个月”，完成了正常企业
三年的工作；“3亿”，省内防疫“健康码”也用了很多“黄
河”产品，截至今天，已经累计超过3亿人次使用。

郑文 青 表 示 ，黄 河 鲲 鹏 会 积 极 支 持 数 字 政
府、安平、运营商、金融、电力等行业领域的客户
进行数字化、国产化转型，带领一批上下游的企
业和合作伙伴落地河南。“我们用河南自己的产
业留住高层次人才，用人才再去壮大本土产业，
相信会逐步形成一条以黄河鲲鹏为龙头的超千
亿级的产业集群。”

生态饭越吃越香甜
——访省人大代表张团结

省人大代表、商丘市民权县委副书
记、县长张团结说，风沙、盐碱、内涝是
昔日的民权真实写照，经过几代人的不
懈努力，现在，民权建成了国家生态公
园和国家湿地公园，“荒沙原”变成黄河
故道“小江南”。

张团结表示，近年来，民权对黄河
故道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与保护行
动，清除网箱，退塘还湿，拆除违建，实
施移民搬迁，栽植生态涵养林 4 万多
亩。目前已成为珍稀鸟类的幸福家
园。世界仅存不足千只的极危物种青
头潜鸭在民权栖息就达 266只，是全球
最大的青头潜鸭栖息繁殖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就是黄河故道湿地成为国

际重要湿地的重要原因。
他说，好的生态，让农产品

更优。全县形成了 80万亩的优质农产
品种植基地，葡萄、花生等8类产品获得

“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好的生
态，让发展后劲更足，万宝、澳柯玛、英
诺绿能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纷纷落户民
权，成为全国知名的制冷设备产业基
地。好的生态，让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更
高。全县有百岁以上老人 104人，先后
荣获“中国长寿之乡”“中国健康小
城”。下一步，民权将围绕国际重要湿
地保护，加快退塘还湿，加大生态修复，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努力把民权建设成
为黄河故道上的一颗靓丽明珠。

打造医疗“铁军”
筑牢疫情防线

——访省人大代表齐冠丽

面对依然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医疗机构如
何进一步筑牢防线，为患者提供更加安全的医疗
环境呢？省人大代表、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齐冠丽讲述了医疗战线共战疫的动人情景。

齐冠丽认为，医疗机构要筑牢防线，医务人员还
要继续发扬“困难面前豁得出，关键时刻冲得上”的大
无畏精神。作为一名工作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令她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是一名90后护士在请战
书上这样写道：“我一没有成家，二不是独生女，我愿
意自己买票驰援武汉，不计报酬，无论生死！”

“医疗机构要筑牢防线还需打造一支具有高水平
职业素养的人才队伍。”齐冠丽介绍，医院对医护人员、
保安、保洁等进行了培训，手把手指导医护人员穿脱隔
离衣，梳理完善各项制度流程，及时发现问题查漏补缺，
确保了疫情防控期间就诊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安全。

“我们医院的软硬件建设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核
酸检测能力从一天只能做几十例，到现在一天能做两
万多例，我们还配备了方舱CT，实现了发热门诊的独
立运行和患者闭环管理，进一步为患者提供了更加安
全的医疗环境。”齐冠丽说。

让黄河成为造福
人民的“幸福河”

——访省人大代表马跃生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经上升
为国家战略。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呢？我认为把
黄河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就属于高质量发展的范
畴。”省人大代表、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马跃生说。

作为黄河沿岸的特大城市，郑州水资源相对短
缺，难以满足水功能区划要求，同时也不能满足城市
居民对生态环境的需求。马跃生说：“我们目前正在
规划桃花峪水利枢纽，统筹调整郑州、开封黄河干流
引水指标，按照水资源‘先看后用、一水多用’原则，从
桃花峪库区引水向郑州市河湖水系补水，再用于赵口
等灌区农业灌溉。”

马跃生介绍，为保障黄河滩防洪、泄洪功能，维护
好滩区150万群众生命安全，黄委提出“三滩治理”生态
治理方案。其中，高滩供百姓居住，打造高效生态农业
观光产业；嫩滩开展生态湿地修复，打造生态防护走
廊。 马跃生表示，“三滩分治”将改变长期以来滩区“人
河争水、人河争地、人河争空间”问题，黄河下游滩区也
将由现在的“矛盾滩”变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滩”。

用“牛”精神
讲述“牛”故事

——访省人大代表祁兴磊

他被称为“夏南牛之父”，率先育成了中国第
一个肉牛品种，获得了“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在科研创新上，省人大代表、驻马店市泌阳县夏南牛
研究推广中心研究员祁兴磊现场分享了“牛”故事。

坚守初心，甘做为民服务的“孺子牛”。祁兴磊的
初心来自没能治好一头病牛的愧疚。1980年暑假在
家的一天，邻居牵着一头病牛来到祁兴磊家，向他求
救，但当时的祁兴磊未学习专业技术，不会给牛看病，
最终邻居家的牛死了。这件事也让他暗下决心：一定
要学精养牛知识和给牛看病的本事，让乡亲们养牛少
风险、多赚钱、能致富。

敢为人先，争当创新发展的“拓荒牛”。祁兴磊和
他的团队，在 2007年，率先育成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
种——夏南牛，填补了我国肉牛品种的空白，结束了
我国肉牛产业发展完全依赖外国的历史。2008年开
始培育的夏南牛无角新品种，明年也将结出硕果，每
头新品种牛比原种要增加3000元以上的收入。

脚踏实地，要做艰苦奋斗的“老黄牛”。凭着一股
子“牛劲”，祁兴磊带着三代人、40多位科技人员持续接
力，用21年的脚踏实地育成了夏南牛，又用13年的不
断创新，让夏南牛产业成为了当地县域经济的支柱。

迈开步子扯开嗓子做好健康扶贫
——访省人大代表韦德华

2020 年，河南免费“两癌”“两筛”
任务超额完成，作为在基层妇幼系统工
作的代表，省人大代表、濮阳市妇幼保
健院党委书记韦德华深有体会。

韦德华说，从我省公布的去年筛查
数据可以看出，每一万名妇女中，就有5
名乳腺癌 4名宫颈癌，每一万名新生儿
中就有8名患有先天听力障碍。每一个
数字背后，都关乎着一个甚至几个家庭
的幸福，所以说妇幼健康是全民健康的
基石。

具体到濮阳的做法，可以总结为两
句话：那就是迈开步子，扯开嗓子。

迈开步子，就是濮阳坚持“普惠”之

中有“特惠”，开展“龙都妇康”项
目，扩大筛查覆盖面，将免费“两
癌”筛查体检车开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一站式服务，把健康给群众安全送到
家。濮阳市妇幼保健院还建立了“两
癌”手术“零付费”机制，为困难群众雪
中送炭。

扯开嗓子，就是通过宣传和健康教
育让政策更好地落地生根。制作了通
俗易懂的科普抖音，生动有趣的卡通手
册，周末到农村和社区进行义诊和宣
传，同时为农村贫困妇女、城市低保家
庭及下岗女职工建立了“幸福妈妈”微
信群，为妇儿安康保驾护航。

帮扶乡亲脱贫致富让荒庄不荒
——访省人大代表尚广强

省人大代表、河南宏达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尚广强说，助力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他给自己送了两句话：老牛不顾
夕阳晚，不用扬鞭勇奋蹄。在以后的发
展中，将以科技创新模式发展企业，帮助
更多滩区乡亲脱贫致富奔小康。

尚广强介绍帮扶乡亲们脱贫致富
的经验用了两个词：“荒庄不荒”和“不
忘初心”。

回报乡亲，拔掉荒庄的穷根，让荒
庄不荒。1994 年，24 名农民开始创
业，现在发展成为拥有 16 个子公司，
2000多名员工的企业集团。为了回报
乡亲，助力乡村振兴，他们安排村民到

公司就业，每年光荒庄村的工资
收入就在 800 万到 1000 万元，
2012年就给荒庄村的所有道路全部硬
化，又盖了村委办公楼、老年活动中心，
修建了学校，儿童全部免费上学。现在
80%的村民都盖起了三层洋楼。因为
都在家门口就业，村上没有空巢老人，
没有留守儿童，真正实现了荒庄不荒。

不忘初心。宏达集团是国家级扶
贫农头企业，一直把安置就业和产业带
动当成助推脱贫攻坚的重点工作，直接
安排了 2000 多人就业，带动的木材加
工厂、运输业安置了近 6000人就业，精
准扶贫帮扶10300名贫困人口。

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访省人大代表马相杰

省人大代表、双汇发展总裁马相杰
认为，河南是农业大省，也是食品加工
强省，依靠科技创新，推动食品产业转
型升级，将是打造我省经济发展新优势
的有效举措。

马相杰说：“双汇集团抢抓机遇，坚
持科技发展战略，进行传统肉类工业机
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改造，推动企业由
传统制造向现代化工厂转变，实现企业
快速做大做强。”

“十四五”期间，随着我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人民对高品质生活提出新的
需求，国内肉类消费市场仍将是一个快

速增长期。但是，当前国内肉类
加工业还存在产业集中度低、自
动化水平低、深加工转化率低等问题。
为此，马相杰建议，一是出台支持政策，
加大科技投入，引导资本投向关乎国计
民生的养殖业、食品加工业，提高产业化
水平及民生保障能力。二是通过政府引
导，推动产学研一体化，把科研院所的学
术成果与企业产品创新和技术升级结合
起来，提高科技生产力。三是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尊重科技成果，尊重首创精
神，打击假冒伪劣，鼓励企业积极开展自
主创新，实现食品科技自立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