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相文入选

2011 河南经济年度人物

晨报讯（记者 邓少华）3 月 19 日，第二

届（2011）河南经济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在

河南电视台演播厅举行，程相文等 10 位获奖

人物（团体）悉数登场。

此次活动共评选出 10 位 2011 年在河南

经济建设中有突出表现的代表， 分别是痴情

倾注玉米地的鹤壁市农业科学院院长、 玉米

育种专家程相文；励精图治、探索农机企业革

新发展的河南森源集团总裁楚金甫等 9 人和

为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发挥出无

可替代作用的中原经济区课题组（特别贡献

团体）。

该活动由河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牵头，

河南省国税局、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工

商业联合会等单位共同主办，旨在宣传表彰

为河南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经济人物，

为推动中原经济区建设、加快实现中原崛起

河南振兴提供精神力量。

据记者了解，此次评选活动共分为候选

者推选、初评、终评等几个阶段。 根据候选人

的创新能力、 责任意识、 影响力、 推动力等

标准， 由公众投票与评审委员会相结合的方

式，最终评选出 10 位河南经济年度人物（团

体）。

游览门票价格新政策

下月起实施

6 岁以下

不管多高均免票

晨报讯（记者 秦颖 实习生 席

晶）4 月 1 日起， 各地凡是实行政府定

价、 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游览参观点，对

1.2 米以下儿童或 6 岁以下儿童免票，

大中小学生或 6 周岁

～

18 周岁人员凭

有效证件半票。 3 月 20 日，记者从市发

改委获悉。

6 岁以下不管多高均免票

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进一步落实

青少年门票价格优惠政策的通知》要

求，各地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

的游览参观点， 对青少年门票价格的政

策标准是：对 6 周岁（含 6 周岁）以下或

身高 1.2 米（含 1.2 米）以下的儿童实行

免票；对 6 周岁（不含 6 周岁）到 18 周

岁（含 18 周岁）未成年人、全日制本科

及以下学历学生实行半票。

“根据通知要求，也鼓励实行市场

调节价的游览参观点参照上述规定对

青少年等给予票价优惠。 ”市发改委工

作人员表示。

大中小学生半价

通知规定，青少年购票入园时需出

示居民身份证或学生证等有效证件。 同

时，大中小学生或 6 周岁

～

18 周岁人员

可凭有效证件办理购票入园手续，享受

门票优惠价格。 游览参观点应在醒目位

置公示门票价格及各项票价优惠政策

等内容，接受社会监督。

县级以上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将加

强对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及票价优惠

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不执行票

价优惠政策规定的，应依照《价格法》和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予以查

处。

据记者了解，市发改委已印发文件，

要求各旅游景点将门票价格连同票价优

惠政策在醒目位置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并要求县区价格部门加强监督检查，确

保政策落到实处。 （线索提供：王海英）

总投资 19.8 亿元

浚县10个项目昨日集中开工

晨报讯（记者 马珂）3 月 20 日上午，总

投资 19.8 亿元、 浚县中鹤天绒大豆纤维有限

公司年产 4500 吨大豆纤维等 10 个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

当天开工的 10 个重点项目涉及工业、农

业、文化、城镇建设等方面，包括总投资 3.6 亿

元的年产 4500 吨大豆纤维项目， 总投资 9 亿

元的年加工 100 万吨小麦项目，总投资 1 亿元

的年产 100 台 500kv 电力变压器生产项目，总

投资 4500 万元的浚内河改道及附属设施项

目， 总投资 3100 万元的浚县产业集聚区基础

设施项目，总投资 1.28 亿元的年产 12 万吨有

机无机复混肥及植保中心建设项目，总投资 1

亿元的城镇一中建设项目，总投资 1.3 亿元的

乡道建设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的浚县东风铸

造公司年产 100 万套轿车制动盘生产线项目，

总投资 3500 万元的中鹤社区服务中心、 培训

中心建设项目。

这 10 个项目既是加快浚县工业化进程的

重要支撑， 也是大力开展招商引资的重要成

果。据介绍，今年 2 月份，浚县集中开工了总投

资 18 亿元的御生堂工业园等 11 个重点项目，

昨天又启动了总投资 19.8 亿元的 10 个重点

项目，这些项目的开工建设，将进一步助推浚

县经济社会持续、跨越发展。

又讯 3 月 20 日上午， 浚县“公路建设

年”启动。

据了解，目前浚县有乡道 41 条，总长 503

公里，急需修建道路 283 公里。 由于部分乡道

损毁严重，影响了群众正常通行和地方经济发

展，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焦点问题。 为解决人

民群众出行难问题，县委、县政府决定把 2012

年定为“公路建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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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 4 月 20 日

我市对九类疫苗查漏补种

快带孩子补种疫苗吧

晨报讯（记者 夏国锋 通讯员 崔清

华）3 月 20 日，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即

日起至 4 月 20 日， 我市将集中开展免疫规

划疫苗查漏补种活动，家长可在规定时间内

带预防接种证和孩子到当地预防接种门诊

或村级接种点接种疫苗。

据记者了解，这次查漏补种的对象为 7

岁以下漏种儿童， 即全市范围内 2005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儿童，无论其居住地和出

生地，按照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免疫程序疫苗

接种次数不足、符合相应疫苗接种条件的儿

童。

此次查漏补种涉及含麻疹成分疫苗、脊

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乙肝疫苗、无细胞百

白破疫苗、白破二联疫苗、卡介苗、甲肝减毒

活疫苗、乙脑减毒活疫苗、流脑疫苗等 9 种

疫苗。

链接

补种疫苗的具体要求

含麻疹成分疫苗：8月龄至 17 月龄未接

种含麻疹成分疫苗的儿童，需补种 1 剂次含

麻疹成分疫苗，18 月龄以上儿童需补足 2 剂

次含麻疹成分疫苗接种，2 剂次之间至少间

隔 28 天。

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4 月龄至 3 岁

儿童需完成 3 剂次接种，4 岁及以上儿童需完

成 4 剂次接种，各剂次之间至少间隔 28 天。

乙肝疫苗： 按照乙肝疫苗免疫程序，6

月龄以上儿童需完成 3 剂次接种。

无细胞百白破疫苗：3月龄至 17 月龄儿

童需完成 3 剂次接种，18 月龄至 5 岁儿童需

完成 4 剂次接种， 各剂次之间至少间隔 28

天；6 岁以上不用补种。

白破二联疫苗： 仅限 6 岁以上儿童，需

完成 1 剂次接种。

卡介苗：未接种卡介苗的 3 月龄至 3 岁

儿童， 且对 PPD 试验阴性者进行补种，4 岁

及以上儿童不用补种。

甲肝减毒活疫苗：18 月龄以上完成 1 剂

次接种。

乙脑减毒活疫苗：8月龄至 23 月龄儿童

需完成一剂次接种，2 岁及以上儿童需完成

2 剂次接种。

流脑疫苗：3 岁以下儿童需完成 2 剂次

A 群流脑疫苗接种， 两剂次至少间隔 3 个

月，3 岁以上儿童不需补种 A 群流脑疫苗。 3

岁以上儿童需完成 2 剂次 A+C 群流脑疫

苗，2 剂次之间间隔至少 3 年， 若第 1 剂次

A+C 群流脑疫苗接种前接种过 2 剂 A 群流

脑疫苗，则与前剂 A 群流脑疫苗至少间隔 1

年； 若第 1 剂次 A+C 群流脑疫苗接种前接

种过 1 剂次 A 群流脑疫苗， 则与该剂 A 群

流脑疫苗至少间隔 3 个月。

今后领驾照时

必须接受安全教育

晨报讯（记者 秦颖 实习生 席晶）

今后领取驾照时，新驾驶人不能简单地领证

就走。 昨日，记者从市交巡警支队获悉，市车

管所在核发驾驶证时，将对每位新驾驶人开

展不少于半小时的安全文明驾驶教育，协助

新手在上路之初建立良好的驾驶习惯。

据了解，在科目一考试中，文明行车、交

通事故快清快处已经被列入必训必考内容。

同时，按照公安部的要求，市车管所将开展

新驾驶人领证前教育和领证后回访。 其中，

领证前的安全文明驾驶教育内容包括道路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重特大交通事故案例、

文明驾驶要求等。

“现在考驾驶的人越来越多，协助新手

建立良好的驾驶习惯是保证安全行车的方

法之一。 ”市交巡警支队工作人员表示，新手

领到驾照后，市车管所还将通过电话、短信、

调查问卷或者实地走访等方式，每周随机抽

选一定比例的新驾驶人进行回访调查。

按照公安部要求，市交巡警支队还将对

交通监控录像拍摄到的交通违法行为当事

人进行不少于半小时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同时，每月通过互联网等媒体向社会公布记

满 12 分以及严重交通违法人员名单。

（线索提供：李宗民 汪春）

链接

年产 4500 吨大豆纤维项目： 位于浚县

产业集聚区，总投资 3.6 亿元，预计 2013 年

12 月底完成土建施工。 项目建成后，年可实

现销售收入 2.25 亿元，年均纳税 2880 万元，

可直接安排 200 人就业。

年加工 100 万吨小麦项目：位于浚县粮

食园区，总投资 9 亿元，占地 800 亩。 建设规

模为年产 A 淀粉 42.4 万吨、B 淀粉 10.4 万

吨、麸皮 2 万吨、蛋白饲料 31.6 万吨。项目预

计 2014 年 12 月完成土建施工， 项目投产

后， 年增销售收入可达 28.1243 亿元， 利税

2.7283 亿元，新增 600 余人就业。

年产 100 台 500kv 电力变压器生产项

目：位于浚县产业集聚区，总投资 1 亿元，占

地 30 亩，预计今年 12 月份可竣工。 项目建

成达产后，可实现年均销售收入 2.6 亿元，项

目生产期年均税额 3000 万元， 可安排 120

人就业。

浚内河改道及附属设施项目：位于浚县

产业集聚区，计划总投资 4500 万元，预计今

年 12 月份竣工。

浚县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项目：位于浚

县产业集聚区，计划总投资 3100 万元，预计

今年 12 月份竣工。 主要建设园区内道路及

华山路、永济大道、衡山路三座桥涵等，全长

3.5 千米。

年产 12 万吨有机无机复混肥及植保中

心建设项目： 位于浚县粮食精深加工园区，

总投资 1.28 亿元，预计今年 12 月份完工。项

目达产后，年销售收入可达 2.657 亿元，利税

可达 2051 万元，可新增 500 余人就业。

城镇一中建设项目： 位于浚县卫西区，

总投资 1 亿元， 总建筑面积 29902 平方米，

预计明年 7 月份主体工程完工。 该校建成投

入使用后，可容纳 3000 名学生，学生的学习

生活条件将会明显好转。

乡道建设项目：总投资 1.3 亿元，涉及浚

县 6 镇 1 乡 4 个社区，农码线、新新线、郭大

线、卫码线等 28 条道路，共 145 公里，预计

今年 12 月份可竣工通车。 道路按乡道三级

标准建设，路面宽 8 米、硬面 6.5 米。 乡道的

集中建设将有效改善群众的出行条件，受益

行政村 360 多个，受益居民 50 多万人。

浚县东风铸造公司年产 100 万套轿车

制动盘生产线项目： 位于浚州办事处马庄，

总投资 1.5 亿元，占地 100 亩，预计今年 12

月份竣工。 项目建成后， 年销售收入可达 3

亿元，利税可达 4500 万元。

中鹤社区服务中心、 培训中心建设项

目：位于浚县王庄镇纬二路与人民路、王庄

大道与经四路之间，由社区服务中心和培训

中心组成。 项目总投资 3500 万元，占地面积

1800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1.3 万平方米，预

计今年 12 月份竣工。

听程相文的同事、农民朋友、女儿讲述他们眼中的程相文

程相文的事迹

让我接受了一次精神洗礼

晨报讯（记者 张小娜）3 月 20 日下午，

程相文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市地税局会议

厅举行。“我听了之后非常感动，程相文的先

进事迹让我接受了一次精神洗礼。 程相文这

个人非常有人格魅力，我们不仅要跟程相文

学工作态度，还要跟程相文学做人。 ”报告会

后，一位与会人员如是说。

据了解，本次程相文同志先进事迹报告

团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刘德

坤率领，该报告团由程相文的同事、程相文的

农民朋友、程相文的小女儿和多次采访程相

文的新闻记者组成，他们分别从育种过程、农

民师友、亲人情深和记者印象等方面进行演

讲，多角度展示程相文的形象。

整场报告会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形象饱

满、有血有肉的程相文。报告团成员将程相文

的倔强、严谨、忠厚、勤劳、爱干净，程相文对

子女的款款深情，对父母和妻子的深深歉疚，

用生动的事例和微小的细节展示给与会人

员，让大家认识到一个真实的程相文。

代表团成员演讲的共性是程相文信念坚

定、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与时俱进、勇攀高

峰的科学态度，扎根基层、艰苦创业的高贵品

质，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淡泊名

利、不求索取的奉献精神。

但每个成员的演讲又各有侧重： 在同事

眼中，程相文对玉米育种工作万般痴迷；在农

民眼中，程相文忠厚可靠，是朋友也是老师，

更是福星；在女儿眼中，程相文是高大伟岸、

慈祥和善的爸爸；在新闻记者眼中，程相文是

平凡生活中的典型人物，他不善言谈，不喜浮

夸。

报告会结束之后， 市地税局局长李淑杰

谈起她听报告会的感受：“真的非常震撼。 程

相文本人就是一颗金色的种子， 他把自己扎

根于人民之间、扎根于大地之上，用数十年的

努力，创造了 150 多亿元的经济效益，这种信

念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联系到我们的工

作，我们要把程相文的精神与正在开展的‘创

先争优提升年’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号召每一

个职工立足本职岗位、开拓创新、克难攻坚、

真抓实干， 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

绩，为中原经济区建设，为加快两个构建、实

现率先崛起作出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