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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国两会的报道

为新征程汇聚澎湃力量
��������———访全国人大代表、 河南省
周口市委书记张建慧

□新华社记者 熊丰 白阳

������新华社北京 3月 9日电 （记者 王雨
萧魏玉坤）国家统计局 9 日发布数据，2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
比上涨 0.9%，涨幅与上月相同；环比上
涨 0.6%，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

统计数据显示，2 月份，食品价格同
比下降 3.9%，降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
分点。 其中，猪肉价格下降 42.5%，降幅
比上月扩大 0.9 个百分点；鲜果、食用植

物油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上涨 6.6%、6.4%
和 4.9%，涨幅均有回落。

2 月份 ， 非 食 品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2.1%，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
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3.1%，涨幅比
上月扩大 0.6 个百分点；服务价格上涨
1.2%，涨幅回落 0.5 个百分点。

据测算， 在 2 月份 0.9%的同比涨幅
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0.1个

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 1.0个百分点。扣
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涨幅比上月回落 0.1个百分点。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2 月份，受
原油、有色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
涨等因素影响，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PPI）环比由上月下降 0.2%转为
上涨 0.5%；同比上涨 8.8%，涨幅比上月
回落 0.3 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2月份 CPI同比上涨 0.9%

������“周口地处黄淮平原腹地，土地资
源丰富，气候地理条件优越，农耕文化
悠久，人民勤劳能干。 这些特质决定了
我们周口金灿灿的‘农’字底色。 ”全国
人大代表、 河南省周口市委书记张建
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作为农业
大市的周口立足自身优势， 持续挖掘
放大周口粮食生产优势和品牌效应 ，
努力打造 “中原粮谷 ”，让 “农 ”字底色
更加出彩闪亮。

食为政首。张建慧说：“我们将粮食
生产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粮食生产
上稳面积、调结构，增加投入强基础、依
靠科技增产量、创新形式提效益，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 ”

张建慧说，周口市坚持实施“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开展大规模高标
准农田建设，变“望天收”为“吨粮田”。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周口探索总结了
高标准农田建设“五化”标准，即道路、
排涝沟渠、 节水灌溉设施等建设标准
化，气象观察、土壤墒情监测、病虫害防
控、无人机喷防等装备现代化，自动喷
灌、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远程控制
等应用智能化，以及经营规模化、管护
规范化。

周口市已建设高标准农田 937 万
亩 ，探索出了 “高标准农田＋农业规模
经营”“高标准农田＋三产融合 ”“高标
准农田＋农业科技试点”“高标准农田＋
特色产业发展”等模式。全省、全国农田
建设现场会相继在周口召开，“五化”标
准在全国得到推广，连续两年受到省级
奖励。

在有限的耕地上多产粮，出路在科
技，种子是核心。张建慧说，周口是用种

大市、制种大市。 全市依托周口市农科
院等单位的科研力量，相继推出了周麦
系列、周豆系列品种，形成了主要农作
物新品种“周口方阵”，在豫、皖、苏等 8
个省份累计种植面积超过 12 亿亩。 周
麦系列多年来成为黄淮流域多个省市
冬小麦当家品种，为粮食增产贡献了周
口智慧和力量。

全市的良种繁育基地不断发展壮
大，以小麦为主的周麦系列、泛麦系列
良种繁育田常年稳定在 60 万亩以上，
年产种 6 亿斤； 大豆良种繁育田 2 万
亩，年产种 600 万斤左右，远销江苏、安
徽、湖北、陕西等地。“小麦种子哪里优，
黄淮大地数周口”已成为广大农民和企
业的共识。

张建慧介绍，周口市依托粮食生产
能力优势、区位及水运交通优势和现代

仓储物流体系优势，从“粮头食尾”“农
头工尾”破题，发展粮食深加工和食品
加工业，深度开发“原字号”，延伸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实现粮食
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

目前， 全市年加工转化粮食 80 亿
公 斤 左 右 ， 粮 食 加 工 转 化 率 达 到
87.9％，有各类粮食加工企业 180 多家，
其中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3
家、省重点龙头企业 19 家，全市粮食产
业经济总产值 270 亿元；已形成以五得
利面粉 、益海小麦 、雪荣面粉 、辉华面
业、枣花面业等企业组成的小麦加工产
业集群，以金丹乳酸、普爱饲料、周口牧
原、莲花健康等企业组成的玉米加工产
业集群，小麦、玉米加工企业工业总产
值分别达到 160 亿元、70 亿元。
（原载于 2022 年 3 月 9 日《农民日报》）

让“农”字底色更加出彩闪亮
———访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周口市委书记张建慧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毛晓雅

——————县县（（市市、、区区））一一把把手手访访谈谈

备战省运会
水上训练忙
������近日， 为备战省运会，
周口市体校水上运动项目
的皮划艇、赛艇运动员在洼
冲沟水系开始了紧锣密鼓
的训练。 图为训练现场。

记者 梁照曾 摄

加快建设“五个川汇” 奋力推动中心城区“起高峰”
———访中共川汇区委书记刘德君

□记者 韩志刚 通讯员 王喜来

������“2022 年是锚定‘两个确保’、实施
‘十大战略’的开局之年。 川汇区将深入
贯彻市委五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市
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扣‘十大战略’
三年行动和中心城区 ‘起高峰’ 五大行
动，围绕‘一区四高五个川汇’总体目标，
接续奋斗、实干笃行，全面开创现代化建

设新局面。 ”昨日，川汇区委书记刘德君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作为中心城区
主城区，川汇区将以“人一我十、人十我
百”的拼劲斗志，树立先行意识，扛起使
命担当，加快建设实力川汇、创新川汇、
平安川汇、品质川汇、美丽川汇，努力实
现全方位出彩崛起， 为周口高质量跨越
发展贡献川汇力量，展现川汇担当。

以创建国家级高新区为目标， 加快
建设“实力川汇”。对标国家高新区标准，

做好国土空间规划调整、 开发区扩区调
规，优化产业空间，扎实推进高新区“管
委会+公司”改革、“三化三制”改革，统筹
推进闲置低效用地清理。 围绕智能终端

和新型建材两大主导产业招大引强，力
争“十四五”末培育成“双五百亿”产业集
群。 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
务化”转型方向，（下转第二版）

记者在基层

������新华社 3月 8日刊发《为新征程
汇聚澎湃力量———从全国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感受全过程人民民主生
动实践》文章。

文章指出 ，2021 年 ， 是党和国
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上也具
有特殊重要意义。 3 月 8 日，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向十三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报告全国人大
常委会工作 。 加快立法修法步伐 、
强化监督力度和实效 、加强人大常

委会自身建设……一年来， 全国人
大常委会依法履职，担当尽责，不断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以人大工作
的实际成效助力高质量发展。

文章中，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
周口市委书记张建慧说：“这一报告
向全国人民报出一份国有资产的‘明
白账’。通过人大监督，在保障人民知
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同时，也有
利于进一步推动加强和规范国有资
产管理工作，使国有资产更好服务国
家发展、造福人民。 ”

搬口贾寨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振兴
□记者 张劲松 见习记者 田亚楠

������家底厚实了，乡村美丽了，村民
也乐了。 如今的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搬口办事处贾寨行政村， 环境优
美、整洁有序。 很难想象，几年前，它
还是个村集体收入为零的“空壳村”，
村里的各项事业发展一度非常缓慢。

如今， 该村集体经济每年收入
40 多万元 ，实现了从 “无钱办事 ”到
“有钱办事”的飞跃。集体经济的发展
助推了村里各项事业的发展，也让村
民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激
活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

打好“五张牌” 集体经济实现突破

近年来，贾寨村立足优势，致力
于打好“五张牌”，打造出支撑高质量
发展集体经济的“定海神针”，走出一
条集体经济快速发展的新路子。

打好“废弃坑塘”牌。机器轰鸣，工
人忙碌， 位于贾寨村的翔耀食品有限
公司和恒安护栏两家企业正在有序
生产。 两年前， 这两家企业所在的地
方，还是一处闲置多年的废弃坑塘。为
将废弃坑塘有效利用， 贾寨村将其填
平，使之成片，又通过招商引资，最终
将其租赁给翔耀食品有限公司和恒
安护栏两家企业，年收租金 10 万元。

打好“资产盘活”牌。贾寨村原小
学由于教育资源整合已经闲置多年，
2019 年， 该村把闲置的学校进行整
修，租给翔耀食品有限公司，年收租
金 5 万元。

打好“政策红利”牌。贾寨村利用
国家乡村振兴专项基金，在原小学废
弃操场处建造面积 1500 平方米的两
层楼房， 租赁给贾寨饭庄和大众超
市，年收房租 15 万元。 后来，又在原
小学废弃操场南侧空地上建造第二
栋楼房， 租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年
收租金 6 万元。

打好“股份合作”牌。 前几年，贾
寨村申请扶贫专项贷款资金 30 万
元，创新使用方法，入股抗风险能力
较强的越秀集团，每年分红 2 万元。

打好“扶贫项目”牌。贾寨村使用
扶贫资金建设一处光伏发电项目，每
年产生效益 4 万元。

多措并举，构建集体经济“新格
局”，如今的贾寨村，每年集体经济收
入达 40 多万元。

“造血通脉” 绣出乡村新面貌

如今的贾寨村，绿树环绕，村容
整洁，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实现了从
贫困村到美丽乡村的华丽蜕变。

为了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促进乡
村振兴， 搬口办事处乡村振兴领导小
组成员先后考察了湖州鲁家村、 西安
袁家村、开封余店等模范示范村，依托
三农项目案例， 利用乡村振兴政策红
利，根据办事处区位优势，制定出符合
实际的集体经济发展策略， 即巩固提
升“富裕村”，持续壮大“薄弱村”，逐步
把所有村庄都打造成“经济强村”。

“感谢党和政府，也感谢我们村
干部领导有方，像我这样的脱贫户每
年可以从村里拿到 1700 元的分红。 ”
村民贾国和满怀感激地说。

利用集体经济的收益，贾寨村设
置公益性岗位，为就业困难人员提供
岗位，提高他们的收入。同时，设置专
项基金， 每年为 80 岁以上老人送去
200 元慰问金，对考上本科以上的大
学生给予 2000 元的奖励。

如今的贾寨村，两委班子服务能
力提升了，组织力、战斗力增强了，说
话办事更有底气了。

提高人居环境是贾寨村人的共
同心愿， 该村利用集体经济收入和
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资金，新近硬化街
道路面 4.5 公里， 修下水道 2100 米，
建文化广场 1 个， 新铺沟渠透水砖
2000 平方米，美化墙体 1 万平方米。

“下一步，办事处将继续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通过示范带动、政策扶
持，让全办各村集体经济发展都有突
破，让村民们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
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好。”搬口办事处
党委书记张旭表示。 ②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