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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12 月 5 日电(记者孙志平、李
钧德、刘怀丕)一条色泽诱人的发酵火腿，生切
即食，味美醇香，可与全球高端火腿相媲美，虽
然重量不足 10公斤，却卖出了 1 万元左右的价
格。这是从养殖起家的河南雏鹰集团在涉足生
猪屠宰加工之后，新近推出的餐桌美食。

雏鹰集团是河南农业发展的一个生动注
解。近年来，河南省推进农业全产业链经营，从
天下粮仓、到国人厨房、再到百姓餐桌，实现了
农业发展的三次飞跃。在这个过程中，河南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农业提质增效明
显，农民持续增收。

建优质粮仓，科技保丰收

初冬的豫北浚县，田野空旷，小麦已钻出土
层，嫩苗还没能掩盖地面。隔些时日，周伟起就
会冒着寒风，到地里察看墒情。这几年，他流转
3000多亩地种了优质小麦“新麦 26”，价格高且
不愁销。周伟起说：“以往追求高产，现今优质麦
越来越吃香，种地跟着市场走，才能有赚头。”

近年来，河南在大粮仓建设上成效显著，肉
蛋奶供应充足。全省年粮食产量稳定在 1200 亿
斤左右，用 1/16 的土地生产了全国 1/10 的粮
食；牛饲养量 1400 万头，全国第一；猪 1 亿头，
全国第二；家禽 16 亿只，全国第二。

但“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问题也日益凸

显，河南提出发展优秀小麦、优质花生、优质
草畜、优质林果，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今年麦播，河南优质小麦种植面积已突破
800 万亩。

“周伟起们”则成为优质小麦种植的受益
者。优质小麦“郑麦 366”种植户延津县平陵
村农民张文明说，优质小麦每亩能多收入
100元，算算细账了不得，村里 3000多亩地，
一年就是多挣了一座二层小楼钱。

建设优质粮仓，离不开农田改造。从
2012 年起，河南省开展高标准粮田建设工
程，目前已建成高标准粮田 5357 万亩，计划
到 2020 年建成 6369 万亩。河南省农业厅相
关负责人介绍，高标准粮田平均产量比普通
大田高约 20%，每亩小麦能多产一二百斤。

食品产业齐“扎堆”，“国人厨

房”名头响

位于新乡市原阳县的河南餐饮中央厨房
产业园中，姐弟俩土豆粉、阿利茄汁面、巴奴毛
肚火锅等 30多家企业已经入驻，二期工程正
在紧张建设。该产业园常务副总经理梅晓燕
说：“这是国内最大的中央厨房产业园，食品供
应地已覆盖黑龙江、江苏、湖南等多个省份。”

河南食品产业发展出现集群效应。目前，
全省规划建设了 500多个农业产业化集群，

以三全、思念为代表的速冻食品产业链，以双
汇、牧原为代表的猪产业链，以及奶产业链、
牛产业链、禽产业链、果产业链，集群销售收
入占全省农产品加工业总量的 50%。

在郑州三全公司的车间里，洗菜、做皮、
加馅、冷冻、包装等速冻水饺生产线一字排
开，工人忙碌有序。“郑州现已成为全国最大
速冻食品生产、研发基地和物流中心，正在努
力建设成为世界级冷链食品制造中心。”郑州
市工信委食品处处长闵锋杰说。

数据显示，当前河南农产品加工年产值
已经突破 2 . 3 万亿元，占全国的 11 . 5%，河
南农产品产值(不算水产品产值)全国第一。
全省速冻水饺产量占全国的 85%、汤圆占
75%、火腿肠占 50%，每 3 包方便面有 1 包、
每 4 个馒头有 1 个产自河南。

双汇猪肉、三全水饺、思念汤圆……说起
河南的食品品牌，一个个都响当当。目前，河
南已有 20多个农产品品牌被命名为“中国名
牌”，70多个农产品加工企业被认定为“中国
驰名商标”。

发展大餐桌，美食卖上天

加热水冲泡，稍等 60 秒，就能喝上一杯
热乎乎的红枣湘莲银耳汤，方便快捷，入口香
糯。这是河南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利用冻干技术为上班族开发的一款营养早
餐。“上市不到半年，销量突破一千万元。”该
公司董事长石聚彬介绍，冻干是航天食品专
用技术，能很好保留食物营养，公司进行优
化，让冻干食品端上了寻常百姓家的餐桌。

2012 年以来，河南省着手在大厨房的基
础上，实现再一次产业深化，生产可以直接入
口食品，发展大餐桌。河南的大餐桌，既有百
姓的，又有军需的，有商务的，还有太空的。

在纪念建军 80周年成就展时，军事博物
馆展出的展品几乎全是军械、尖端武器，但唯
一的食品展品是来自河南三全食品公司的常
温米饭和浅盘菜肴。现在，三全食品公司已经
提供了 40多种军需食品。

位于河南鹤壁市的永达集团原是一家养
鸡企业，而公司的展示室里却摆有很多航天
方面的荣誉奖项。事实上，永达集团承接了从
神舟八号到神舟十一号的航天食品研发生产
任务，提供的八珍烧鸡、奶香鸡米、蘑菇鸡块
等 90多种航天食品，让航天员的餐桌变得多
姿多彩。该公司外联部副总经理郑贵铭说：
“通过航天员食品的研发生产，使公司的自主
创新能力得到大大提升。”

河南省副省长王铁说，河南的企业家正
在运用大数据，根据每个人的体能特点、营养
状况、口味偏好，确定个性化创意餐桌，让人
们吃得更爽快、吃得更健康。

天下粮仓 国人厨房 百姓餐桌
河南推进农业全产业链经营新观察

社区资金、资产、资源这“三资”是基层群众关注的热
点、焦点，也是基层“微腐败”滋生蔓延的温床。日前，四川省
成都市锦江区纪委邀请特邀监察员、廉情监督员组成督查
组，实地核查社区“三资”管理台账。在严防虚报冒领、隐匿
支出、“账外账”等违纪违规问题发生的同时，也切实提升了
广大群众的获得感。

锦江区纪委通过此次“核查监管平台、实地查看管理台
账、回访基层干部群众”等多方式的督查工作，不仅扎牢了
基层社区党组织制度的“铁篱笆”，还强化了对社区“三资”
管理使用的监督检查。 (郭清平、谯茜芸)

成都市锦江区纪委

强化社区“三资”监管

▲这是于本次首发式上正式亮相的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图书（12 月 5 日拍摄）。

当日，“以史为鉴 警示未来”2017 年系列图书首发式在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本次
活动共有 18 种 20 余本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图书集中与公众见面。 新华社记者韩瑜庆摄

新华社长沙 12 月 5 日电(记者陈文广、白田田)5 日，
中共衡阳市委原书记李亿龙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巨额财
产来源不明案在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娄
底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李亿龙及其辩护人到
庭参加诉讼。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李亿龙在 1998 年至 2016
年间，利用其先后担任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政府区长、中共长
沙市芙蓉区委书记、中共浏阳市委书记、怀化市人民政府市
长、中共怀化市委书记、中共衡阳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
利，为多名个人或单位在建设项目取得及股权转让、国有土
地使用权取得、建设工程项目承揽、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提拔
或调整等事项上谋取利益。于 2005 年至 2016 年，直接或通
过其妻、女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965 . 3591 万元；
在 2012 年至 2015 年间，利用职务便利，以虚开发票的方式
将个人开支费用在中共怀化市委办、衡阳市委办报销，使用
公款购买贵重物品后非法占有，共计折合人民币 145 . 847
万元；在担任中共怀化市委书记期间，滥用职权，致使公共
财产和国家遭受巨额经济损失；其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
收入，尚有折合人民币 5446 . 944957 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
来源。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被告人李亿龙
的亲属以及各界群众 50 余人旁听了案件审理。庭审预计
持续 2 天。

衡阳市委原书记李亿龙

受 贿 案 公 开 审 理

新华社昆明 12 月 4 日电
（记者陈永强）小雪时节，天刚
亮，云南独龙江的木利金就再
也睡不着了，过去一个多月采
摘草果而早出晚归所养成的晚
睡习惯，他一时还改不过来。

着实是个丰年。木利金家
种植的 50 亩草果收入 13 . 8
万元，与去年相比整整翻了一
倍。

早年住山洞、打猎、种玉
米、摘野菜……贫穷像影子一
样跟随了木利金大半辈子，他
做梦也没有想到年近花甲还能
够挣这么多钱。

这些年，草果产业在木利
金的家乡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
治州独龙江乡巴坡村木兰当小
组落地开花，渐渐成为当地村
民主要经济来源。今年，独龙江
乡草果产量高达 1100多吨，比
去年增收 600 余吨，产值 1700
万元。

位于中缅边境滇藏交界处
的独龙江乡，境内两山夹一江、
山高谷深，是我国独龙族唯一
的聚居地。新中国成立后，独龙
族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
了社会主义社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然而过去，独龙江乡的绿
水青山非但没有变为金山银
山，反而成了贫穷落后的代名
词。

木利金 24 岁的小女儿木
金秀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她与 3 个姐姐至今忘不了那个贫
苦的童年。一件新衣服大姐穿完二姐穿，二姐穿完三姐穿，
轮到她穿的时候，已经破旧不堪了。

她说：“小时候我跟爷爷奶奶住在山洞里，爷爷负责去
山林里打猎。上学前我从没有穿过鞋子，冬天下雪到处白茫
茫的，冷得很！日常饮食也简单，主要是玉米、野菜、豆子、芋
头。”

直到考上独龙江乡九年一贯制初中，木金秀在学校不
仅每天都能吃上米饭，还能穿上学校免费发给她的衣服和
鞋子，享受到学校的“富足”后，她甚至“害怕回家”……

木兰当小组一公里外的山脚下，一座破旧的小木屋孤
零零地站在草果地上，那是木金秀家的老房子。几十只大大
小小的鸡在里面安了家。6 年前，他们搬进了政府免费盖的
新房子，彻底结束一家人挤在同一间屋里睡觉、人畜混居的
生活。

“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掉队”。2007 年，在老县长高德
荣的带动下，独龙江乡草果产业逐年增加种植面积。近年
来，在党和政府产业扶持政策的引领下，独龙族群众种植草
果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草果种植面积超过 70000多亩，挂果
率达到 40%。

“现在我们家每天都能吃米饭，每个礼拜至少能吃上两
三次肉，父母每年都能买两三套新衣服穿。”木金秀说。

草果帮木金秀的生活换了模样，也让平时俭省的木利
金渐渐阔绰起来。去年草果收入 6 . 9 万元，木利金怀里揣
着一万多元前往 80公里外的贡山县城，一次性购买了电视
机、冰箱、洗衣机，算是狠狠地“奢侈”了一把。

一个月前，木金秀带着两岁半的孩子专门从贡山县城
回到老家，一进家门她就赶到地里帮父亲采摘草果，忙完还
得到一份犒劳———

今年草果刚卖完，木利金决定把钱给孩子们分了。他给
4 个女儿每人包了一个“红包”。“这份红包可不小。他给我
们每人分了 2 万元，自己存了 5 万元。”木金秀说，相信未来
草果前景会更好。

木金秀的自信并不是凭空而来。当前，云南怒江州正在
强化草果生产核心区的道路、水利设施、喷灌设备、电力等
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建设连片规模、丰产高效的标准化草果
示范基地；草果统一采收、分级、包装、贮运、保鲜和精深加
工也在加速酝酿……

“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
傍晚时分，木利金从草果地里锄草回来，略显疲倦的他

坐在火塘边抽烟解乏，笑容却掩不住，“今年还不够，明年我
要把规模扩大到 10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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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总量较小，产业结构偏重，高端人才匮
乏。地处浙江省母亲河钱塘江源头的衢州市面
对这一发展短板，如何实现弯道超车，转型升
级？近年来，衢州市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
下，创造性地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前沿城
市设立“创新飞地”，通过异地借智借力，夺得发
展先机。

破局：下一盘区位布局的“先手棋”

拥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省衢州市，
是浙江的农业大市，拥有良好的生态资源。然
而，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经济总量较小，产
业结构偏重，高端人才匮乏。既要建设浙江生态
屏障，又要成为全省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衢州
该如何破局？

2012 年，衢州市委书记陈新在杭州省委党
校学习时，环顾周边，世界级企业阿里巴巴集团
毗邻而立，这里是杭州城西科创走廊，正打造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世界一流、国内领先的
科技创新园区”。

陈新在附近走了一圈，心想：如果这里有一
座属于衢州的大厦该有多好？“创新飞地”的理
念由此诞生：在长三角经济带的中心，衢州要下
一盘区位布局的“先手棋”：立足生态资源，以更
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主动对接和融入长江经
济带，借助前沿城市科技与人才的集群优势，为
衢州打造一席之地。

在之后的几年里，衢州在努力争取土地指
标中开始构建“创新飞地”的雏形。2016 年 4月
19 日，投资 3 . 2 亿元的衢州海创园在杭州未来
科技城旁边拔地而起。

这个与阿里巴巴总部仅两百米之隔的园区
窗明几净，巨大的蓝色落地玻璃外墙把园区衬
托得格外显眼，一楼大厅内“衢时代”几个大字
引人瞩目。

一边是人才和资本的高度聚合，一边是产
业落地的广阔空间，衢州向杭州借智借才借科

技，“飞地”筑巢引凤效果逐步彰显。
浙江纽顿是衢州海创园内的一家企业，

近日公司研发的治疗世界性难题——— 癫痫病
的植入性神经刺激器项目，已获得天使基金
3200 万元并完成 A 轮融资，公司估值 8000
万元。“未来，衢州将是我第二个家。”浙江纽
顿医疗副总裁陈新蕾说，“我们将把医疗设备
生产线落户在衢州”。

开园一年多，衢州海创园已招引项目
112 个，入驻企业包括纽顿、优橙科技、纸箱
哥、镭蒙机器人等，涵盖生物医药、新材料、电
子信息、先进制造装备等项目，目前落地衢州
的项目总投资额达 25 . 2 亿元。金融基金项
目总注册资本达 18 . 23 亿，基金管理规模达
41 . 55 亿元，注册衢州项目 30 个，管理规模
达 30 . 95 亿元。

转型：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向东望去，在上海张江科学城，聚集了上
海 60% 的世界顶尖创新人才和“千人计划”
创业专家。2013 年底，衢州在这里租下两栋
楼房，建起了“上海生物医药孵化基地”。

日前，从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孵化基地传
来好消息：致力于研发治疗乙肝、丙肝新药的
“柏拉阿图”公司，目前 A 轮融资 2900 万元
全部到位。短短两年，35 名海外医学博士共
同研发的该新药项目已估值 4 亿元。

“柏拉阿图”的母公司，衢州的康德药业
有限公司老总胡增仁感慨万千：“我是一个没
有留过学的‘土教授’，但今天我的科研团队里
有很多海外医药博士。我们的产品通过‘创新
飞地’，开始向世界看齐。”

打开接轨世界生物医药领先技术的“钥
匙”，在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孵化园内，与生物
医药相关的“人体大数据”产业已悄然渗透：
目前，国内一大型互联网公司已与浙江度安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约，通过人体高敏

纳米诊断试剂，获取云健康数据；浙江博迈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将生物技术与电子信息技术
相结合，开发出全球领先的活细胞胞内代谢
分析仪。

不仅如此，国产肺炎疫苗等一批比肩国
际生物医药巨头的项目也正在研制中；有望
彻底治愈乙肝、丙肝的新药即将达到中期试
验水平；通过一滴血，一滴尿、一滴唾液就能
采集人体数千个生理指标，并能快速检测出
人体病变的最新科技即将面世……

曾就职于全球最大的制药企业辉瑞制药
的祝先潮博士，近年从美国回国研发疫苗，并
进驻园区，组成了一支 20 位归国博士的研发
团队。祝先潮说，现在市场上的肺炎疫苗多为
国际生物医药巨头所垄断，一旦研制出我们
自己的国产肺炎疫苗，就能让老百姓用得起
高质量生物药。

跨区域对接上海张江，衢州打开了接轨
世界生物医药领先技术的“钥匙”。通过短短
两年时间，该创新“飞地”已吸纳硕士以上学
历人才 83 人，其中博士 36 人，全职或定期在
基地工作的国千、省千等高层次人才 11 人。

集聚：“柔性引智”带来磁石效应

近日，在新制定的《衢州市金融基金中心
政策》的税收优惠吸引下，浙江物产集团下属
的物产中大资本通过衢州海创园，落户西区
“花园 258”，这已经是公司继去年以来在衢
州注册的第三支基金，三支基金共 5 亿元。

打造“创新飞地”，从政策上“柔性引智”。
衢州海创园负责人、杭州衢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徐蕾介绍，今年 3月，衢州市国
资委与杭州未来科技城管委会签订合作协
议，打造杭州和衢州山海协作的升级版———
双方成立衢州海创园联合管委会；给予入驻
衢州海创园的企业“同城同待遇”，可享受余
杭区人才、项目、金融等政策；并为衢州海创

园入驻的高层次人才提供子女入学、医疗服
务等便利……如评上或引进“国千”“省千”给
予奖励津贴，住房保障的租赁津贴，还包括最
高 600 万元的创业启动奖励。

依托科技前沿城市那头的创新“飞地”，
衢州集聚海内外高精尖人才，提升本地集聚
人才的“磁石效应”：

在衢州海创园，英国归国人才庄建林将
总投资 2 亿元的智能光纤网络适配器项目生
产落户在绿色产业集聚区，近日在衢州即将
完成项目论证和公司注册；致力于城市智慧
停车的“优橙科技”潜力无限，凭借科技创新
和大数据研发，团队已与浙江大学智慧交通
大数据实验室达成合作，共同进行智慧交通
大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与此同时，衢州不断修炼“内功”，推出
“组合拳”打造人才新高地。去年 12月，衢州
市委、市政府出台 28 条“人才新政”，尤其是
对新引进的具有世界先进、国内领先技术的
人才及团队，其领衔的产业项目在衢州落户，
可经“一事一议”，给予最低 2000 万元资助，
不设上限。

衢州的“磁石效应”不断扩大。自去年 4
月份衢州海创园开园以来，吸引了 500多位
创新创业人才。预计未来三年，园区将为衢州
创造出税收 3000 万元以上，培育主板、创业
板、新三板挂牌企业 5家以上。

以“飞地”为首的异地聚才模式，让衢州
在激烈的人才争夺战中抢占先机。借助衢州
海创园、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孵化园等“引智”
平台，短期内已集聚了 60多位国家“千人计
划”人才、浙江省“千人计划”人才带着高端项
目来衢创业。

今年衢州又在北京、深圳等地加快构建
人才引进的前沿阵地，插上科技创新的翅膀，
衢州正积极打造电子化学品、新材料、光伏、
生物医药等 4 个 500 亿级高新产业。

(魏董华、蓝晨)

衢州：“创新飞地”实现异地借智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
电(记者赵琬微)记者 5 日从北
京市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
工作现场会上了解到，目前北
京全市已有 1500 余所幼儿园
实现了责任督学挂牌督导。

据介绍，截至 12月 4 日，
北京市 16 区(含燕山)已配备
835 名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
到 917 所(987址)公办幼儿园
和 661 所(697址)经审批的民
办幼儿园。

在当日的挂牌督导工作现
场会上，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
书记、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唐立军对各区扎实推进幼儿园
挂牌督学工作提出要求，强调
幼儿园责任督学在经常性督导
过程中，要重点围绕师德师风
建设、安全管理和风险管控、规
范办园行为等方面，加强监督
监管，推进整改落实。

据了解，为保证幼儿园责
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有序有效
开展，北京市教委、北京市政
府教育督导室将印发实施《幼
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暂行办
法》，对责任督学的工作范
围、职责任务以及政策保障等
予以明确。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在
2016 年已经实现了中小学校
责任督学全覆盖，全市 1600 余
所中小学均配有至少一名责任
督学。目前北京责任督学队伍
由部分退休校长、教师和在职

教研员等专业人员组成。督学通过深入学校、幼
儿园开展经常性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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