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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漯河市第八次代表大會代表訪談

肩負使命繪藍圖 凝心聚力謀發展

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農業化發展
——訪漯河市第八次黨代會代表胥付生

9月27日，漯河市第八次黨代會代表、郾城區植保
植檢站站長胥付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市七次黨

代會以來，漯河糧食年產量穩定在180萬噸以上，建
立了8個 「五級訂單」糧食產業化聯合體，建成市級
以上現代農業產業園11個。劉尚進書記在報告中提
出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要求扛穩糧食安全重任，做
強現代種業，加快現代農業產業園區建設，加強現代
農業科技和物質裝備支撐。作為一名農業科技人員，
我深受鼓舞，這為我們今後五年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我們將發揮專長，更好地服務漯河市農業發展，特別
是糧食生產。

參加工作 20 多年的胥付生一直從事農技推廣工
作，現為高級農藝師和農技推廣研究員，被評為漯
河市第九批專業技術拔尖人才，帶領的團隊多次被
評為省植保工作先進集體，現任郾城區植保植檢站
站長。胥付生告訴記者，過去五年，郾城區通過對
農業科技的推廣，小麥、玉米兩大糧食作物化肥利

用率達40.6%，比2015年提高近5個百分點；農葯利
用率達41.2%，比2015年提高近4個百分點；有機肥
施用超過31.5萬畝次，比2015年增加約50%，高效
低風險農藥佔比超過90%。

胥付生表示，他將帶領團隊認真貫徹黨代會精
神，牢記扛穩糧食安全重任，為 「藏糧於地、藏
糧於技」作出積極貢獻。下一步，他們將做好高
標準農田建設的項目實施工作，把先進的農業科
技知識盡快盡早地傳授給種糧大戶、合作社和廣
大農民，推動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積極推廣綠色
高效節能新技術，做好病蟲害防控工作，力爭到
2025 年化肥農葯利用率再提高 3 個百分點、統防
統治率提高 10 個百分點，綠色防控覆蓋率提高 8
個百分點，實現高產、高效、環保、節能、增效
目標。

鑽研「產學研用創」 提高職業教育含金量
——訪漯河市第八次黨代會代表楊素玲

漯河市第一中等專業學校是該市成立最早的一所
多學科綜合性中等職業學校，1983 年獨立建校，
2000年被教育部命名為漯河市首家 「國家級重點學
校」。9月26日，漯河市第八次黨代會代表、該校
副校長楊素玲對記者說，她認為職業教育是與經濟
社會和產業發展銜接最為緊密的教育類型，肩負着
培養多樣化人才、傳承技術技能、促進創業就業的
重要職責，是面向人人、面向社會的教育。每一名
學生都可以在這裏找到自己的興趣，點燃夢想，並
獲得實現夢想的一技之長。

楊素玲說，為了進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培養大批
具有創新、創業能力的應用型、技能型人才，服務
當地經濟，促進區域社會發展，該校成立了職教聯
盟，深入開展學生創新創業教育活動，促進廣大教
師不斷更新教育觀念，改革人才培養模式、教育內
容和教學方法，實現從注重專業知識傳授向重視能

力和素質培養的方向轉變，進一步幫助學生學習創
新創業知識，提高創新創業能力，搭建信息與資源
共享的交流合作平台。

楊素玲告訴記者，今後學校要緊緊圍繞報告中
提出的 「積極探索職業教育 『產學研用創』深度
融合新模式」的要求，認真研究 「產學研用創」
所包含的深刻內涵，制定相應的具體措施，制定
學校的 「十四五」發展規劃，進一步推動校企合
作向縱深發展，真正把專業建在產業鏈上，把課
堂搬入車間，讓教師參與到企業的科技研發中，
讓企業的研發人員承擔學校的培訓任務，真正使
「產學研用創」深度融合，實現專業鏈與產業鏈

有效對接。要聚焦內涵發展，提升辦學實力，打
造機電工程部、汽車工程部、信息商務部、教育
部等四大專業群，實施專業發展工程、青藍工
程、雙師工程、名師工程，不斷提高教育教學質

量，打造 「漯河工匠」，為全面推進現代化漯河
建設貢獻職教力量！

黨建引領聚合力 鄉村振興促蝶變
——訪漯河市第八次黨代會代表張士興

9 月 27 日，漯河市第八次黨代會代表、舞陽縣
辛安鎮劉莊村黨支部書記張士興接受記者採訪時
表示，劉莊村曾是省級貧困村，全村 315 戶 1263
人，2012 年建檔立卡貧困戶 139 戶 562 人。然而，
在國家的扶貧助困惠民政策扶持以及省委市委和
兩級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劉莊村以集體經濟發展
為着力點，形成了推動村民增產增收和美麗鄉村

建設的持續動力，僅用了兩年時間，就基本實現
了整村脫貧。

近年來，在張士興的帶領下，群眾齊心協力，
讓劉莊村成為遠近聞名的 「明星村」，走出了一
條脫貧致富的 「蝶變」之路。劉莊村堅持 「黨
建+企業+合作社+村級組織+扶貧戶」的發展模
式，積極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在原有 1 個村辦
企業的基礎上，成立了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和扶
貧蔬菜產業園區，建設蔬菜大棚 43 座，種植優質
紅薯 300 畝，種植苗圃 500 畝；招引河南東興塑膠
公司入駐劉莊村建立扶貧車間；村辦企業瑞和建
築材料公司擴大再生產。劉莊村還通過招商引資
等方式，實現了三個企業駐村發展，讓不同年齡
的村民都能不出村就有活幹、有錢賺。村集體經
濟年收入達 50 萬元，村民人均收入達到了 1.5 萬
元以上。今年，劉莊村黨支部榮獲 「全國先進基
層黨組織」榮譽稱號，張士興本人榮獲 「全國脫
貧攻堅先進個人」榮譽稱號。

張士興說，聽完劉尚進書記的報告非常振奮，
尤其是報告中提出的 「堅定不移實施鄉村振興戰
略」，為我們投身鄉村振興、建設美好家園指明

了方向。對於報告中堅定不移實施鄉村振興戰
略、奮力推進 「三農」工作高質量發展、因地制
宜制訂村莊規劃、高標準高質量建設一批特色鄉
鎮和美麗鄉村等惠農政策措施，張士興深有體會
地說： 「這為我們今後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發展機遇，作為基層村黨支部書記，讓我對劉
莊村今後五年的鄉村發展有了更堅定的信心和決
心。」他表示，回到村裏後第一件事就是組織黨
員幹部，認真學習報告內容，力爭把市委的每一
項政策、每一項精神、每一個要求都熟記於心，
帶領全村黨員群眾朝着市黨代會定下的宏偉目標
繼續努力。

對於劉莊村今後的發展，張士興很有信心，
「我們將以黨建引領，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

鬥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帶領全村黨
員、幹部、群眾深入學習貫徹黨代會精神，重點
打造高效農業園區，打響農副產品品牌，深度挖
掘田園文化，從而達到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同
時大力實施 『四美鄉村』建設，勇做鄉村振興的
示範典型，為全面推進現代化漯河建設貢獻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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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漯河市第八次黨代會
代表、河南豫中新材料有限公司總
經理蘆亞楠接受記者採訪時，表達
了聽完市委工作報告後的體會和啟
發。他說，該企業是臨潁本土企
業，也是漯河近年來工業振興的見
證者。漯河市縣各級政府在徵地、
廠區建設、項目申報、人才引進等
多方面的惠企政策支持，為企業快
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尤其是
今年 「萬人助萬企」活動中，市領
導親自到企業，幫助企業突破發展
瓶頸、化解發展難題、增強發展後
勁、提振發展信心，在具體實施過
程中，各級政府工作部門體現出的
「韌勁」讓人印象深刻。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技術創新和

人才引進是企業可持續快速發展的
核心，公司在最初建廠的10年裏，
只做粗放式加工且產品單一，隨着
市場的不斷競爭，發展也遇到了瓶
頸。2012 年開始，該企業與鄭州大
學、河南工業大學等國內知名院校
開展合作，並引進中鋼研高工等專
業技術人才，投資資金大力開展核
心產品的技術攻關，並取得了豐碩
的成果。公司先後被認定為國家級
高新技術企業、國家專精特新 「小
巨人」企業、河南省工程技術研究
中心，獲得漯河市市長質量獎。

近年來，該企業與中國科學院過
程工程研究所開展全方位深度合
作，對產品重新定位，迎合市場發
展，盯緊國際先進產品，力爭打破
國際壟斷。截至目前，公司已擁有7
個系列近100類產品，獲得授權發明
專利16項，實用新型專利32項，通
過省級成果鑒定8項。其中2項被以
工程院何季麟院士為組長的專家組
評定為國際先進水平，現在該產品

已開始量產，並獲得國內大型粉末冶金企業高度認
可，這個產品的推出打破了國外產品在中國市場十
幾年的壟斷，真正做到了國際領先。目前，正在建
設的二期項目，是為了逐步加大該產品在全球的市
場佔有率。

最後，蘆亞楠表示，企業有信心在今年實現銷
售收入 4 億元、上繳稅收 2500 萬以上，到 2025 年
銷售額突破 10 億元、納稅 7000 萬以上。在漯河市
委、市政府的領導下，企業持續高質量發展，緊
盯科技前沿，以培養地區優秀人才隊伍為核心，
集中優勢力量組建高水平團隊，大幅提升企業新
材料研發能力，同時促進河南省現有傳統製造加
工業服務向軍工、航空航天、軍民融合、醫療等
高附加值產業跨越。

漯河市黨代表楊素玲

漯河市黨代表蘆亞楠

漯河市黨代表張士興

漯河市黨代表胥付生

中國共產黨漯河市第八次代
表大會，是在慶祝中國共產黨
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時刻，在
「兩個一百年」 奮鬥目標歷史
交匯的關鍵節點，召開的一次
十分重要的大會。

9月26日，中國共產黨漯河
市第八次代表大會隆重開幕。
來自全市各條戰線的黨代表，
肩負着全市廣大黨員幹部群眾
的重託，聽取了河南省漯河市
委書記劉尚進所作的題為《奮
勇爭先擔使命 更加出彩當前
鋒 為全面推進現代化漯河建
設不懈奮鬥》的報告。大會期
間，代表們認真履行代表職
責，行使代表權利，為漯河下
一步的發展建言獻策繪藍圖。

郭軍勝 李欣
漯河市第八次黨代會現場漯河市第八次黨代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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