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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驻马店客户端

近日，在位于高新区的驻马店开门子肥业有限公司项目一期生产车间里，产品顺利试产
下线。

该项目总投资 12亿元，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48%，累计到位资金 4亿元，一期已建成，
二期预计 2023年年底建成投产。项目建成后，可年产 120万吨海藻生物肥。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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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15 日电 （记者
王 宾）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
近平 15日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携
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他
强调，面对一系列现代化之问，政党作
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
量，有责任作出回答。中国共产党将
始终把自身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
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
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
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
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
出新贡献。

习近平强调，人类社会发展进程
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
程充满艰辛。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
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
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
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为
此，他提出5点主张：要坚守人民至上
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要秉
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
多样性；要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保持现
代化进程的持续性；要弘扬立己达人
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要保
持奋发有为姿态，确保现代化领导的
坚定性。

习近平指出，实现现代化是近代
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梦想。中国
共产党100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
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
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经过数代人不
懈努力，我们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中国式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
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
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
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我们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
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将致力
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全球发展繁
荣。我们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
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放宽市
场准入，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随
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推进，
我们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制
造和中国创造，为世界提供更大规模
的中国市场和中国需求。我们将坚定
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
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为缩小南北
差距、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
中国力量。我们愿同各国政党一道，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
快全球发展倡议落地，培育全球发展
新动能，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将致力
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

稳定。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
展的人间正道。我们倡导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
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以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
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世界不需要“新冷战”，打着民主旗号挑动
分裂对抗，本身就是对民主精神的践踏，不得人心，贻害无穷。中国实现现代化
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国际正义力量的壮大，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
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
长的文明传承。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
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
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
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习近平指出，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
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此，习近平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
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
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
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

——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
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我们要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
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
发展进步。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加强政党交流合作，携手共行天下大道。
愿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深化交往，不断扩大理念契合点、利益汇合点，以建立
新型政党关系助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夯实完善全球政党伙伴关系助力深化
拓展全球伙伴关系。中国共产党愿继续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一道，开展治党
治国经验交流，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道上阔步
前进。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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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小时候可能也生过豆芽，打一
盆清水，放几把黄豆，在阴凉处放几
天，鲜嫩的黄豆芽就长了出来。小小
一棵豆芽，如果加上芽苗种研发、工
厂化栽培、全自动生产、一体化销售，
会变成含金量十足的“金豆子”吗？

记者在位于确山县产业集聚区
的驻马店市金豆子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找到了答案。

3月 14日，一走进金豆子公司的
生产车间，扑面而来的就是温热潮湿
的空气和浓郁的豆香味。生产车间
负责人贾石磊告诉记者，建设恒温恒
湿车间，可以更好促进豆子生长发
芽，提高芽菜品质。

“我们的三条全自动生产线都在
满负荷运转，每天可生产芽菜 150
吨，年产量就是 5.5 万吨，年销售额可
达 1 亿元。”贾石磊说。大产能的背
后却是少用工，工厂只有 50 多名清
洗装筐、叉车运输、冷链配送的工人，
整个车间静悄悄的，生产的那份火热
劲儿都蕴藏在机械化、智能化的先进
生产设备里。在规模化、高效化的生

产工艺流程下，一筐筐颗粒饱满的豆
子仅需“四步”就可以“自动”长成长
短均匀、鲜嫩可口的成品芽菜，工业
化的“魔术”令记者叹为观止。

“这是洗豆车间，运来的豆子会
在这里进行清洗，剔除掉坏豆和残次
品，并且用温水泡发，促进豆子生长
发芽，这是第一步。”

“这是孵化车间，配备全自动淋
水器和恒温恒湿控制系统，采用无光
环境和无菌化培育，豆子在这里经过
4~6 天生长，就能发出芽菜，这是第
二步。”

“这是芽菜清洗生产线，长成的
豆芽被叉车运到生产线上，经过工人
的清洗、滤干，可以过滤豆皮和杂质，
再用冷水浸泡，就可以作为成品菜装
筐，这是第三步。”

“这是低温冷库，装筐的成品菜
会运送到冷库进行低温储藏，经由冷
链物流配送和经销商分销，可直达大
型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送到老
百姓餐桌上，这是第四步。”

“我们生产的芽菜是无公害纯绿

色食品，在质量上有巨大的市场竞争
力，产品供不应求。”贾石磊说。

常被看作一碟小菜的豆芽，就是
这样被“点豆成金”的，其含金量更多
取决于科技含量。

“我们研发了芽苗菜 9 大类别、
16 个品种，形成了标准化、规模化、
现代化的生产管理体系。”该公司总
经理孔维川介绍，金豆子集团是集
各 类 芽 苗 菜 及 种 子 种 植、研 发、生
产、销售为一体的农副产品初加工
企业，总部位于商丘市虞城县。近
年来，该集团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
链，积极与中国农业大学、河南农业
大学、郑州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
校合作，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组建专
业化研发团队，加大新产品研发力
度，努力提升产品附加值，积极促进
产业升级。

“金豆子”要进一步发展壮大，离
不开营商环境的阳光、雨露和空气。

“驻马店分公司的项目，从招商
到投产仅用了 6 个月时间。产业集
聚区的厂房都是现成的，我们企业直

接‘拎包入住’。”孔维川说，集团选择
落户“国际农都”驻马店，看重的不仅
是农业大市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和
农产品加工业完善的产业链条，更重
要的是当地一流高效的营商环境。

“驻马店市委主要领导高度关注我们
企业的发展，确山县各级各部门在项
目建设、人员招聘、用水用能、市场销
售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全过程全链
条优质服务，让我们能够开足马力生
产、安心放心经营。”

“项目总投资 3.12 亿元，一期已
完成投资 1.2 亿元，目前生产经营马
力全开、经营发展态势良好，在扩大
产能、抢占市场等方面还有很多挖
潜空间。”孔维川表示，企业将加大
在驻马店的投资布局力度，进一步
拓展合作空间、挖掘现有产能、完善
销售渠道、加强品牌建设、研发产品
种类，努力生产更多老百姓吃得安
全放心的优质农产品，丰富驻马店
老百姓的“菜篮子”，为全市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和一季度开门红作出
应有贡献。①6

小 豆 芽“ 点 豆 成 金 ”变 形 记
记者 杨 森 谭 啸

本报讯 （记者 刘 鹏 周 由）3 月
16日，市委书记鲍常勇到正阳县调研产
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工作，强
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
会期间的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坚
持发展第一要务不放松，夯实产业根
基，抓好民生工程，壮大县域经济，为建
设现代化驻马店注入强劲动力。

市领导李建超、王东征参加。
今年以来，正阳县聚焦打造装备

制造、新能源材料等产业集群，深入开
展产业链招商，为实现开门红蓄势赋
能。当日上午，鲍常勇先后来到龙鑫
实业、鼎昊新能源、合兴灯饰、泰塑新

材料科技、远鸿新材料等地，认真了解
建设进度、产品性能、市场前景。他强
调，要聚焦市场需求，强化精准招商，
围绕主导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努力在
产业发展中抢先一步、赢得先机。要
坚持绿色发展，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加
快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
型。

立足资源禀赋，正阳县着力深化
“三链同构”，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的“全
产业链”产业体系正逐步形成。在中坤
农业科技、肉牛屠宰加工产业园、牧原
肉食品、君乐宝乳业二期等企业和项目
现场，鲍常勇认真查看项目规划建设，

详细了解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等情况。
他强调，要发挥资源优势，大力推进农
畜产品精深加工，切实把链条做长、特
色做优、优势做强，不断提高产业发展
质量效益。要坚持龙头带动，提升规模
化、产业化、集约化水平，推动全环节升
级、全链条增值，夯实现代化建设的产
业根基。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直是市委
高度重视的民生大事。来到正阳县第
五中学、第十五小学等教育项目现场，
鲍常勇认真了解校区建设和办学规模，
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
育，加强各类要素资源配置，加快教育

项目建设，进一步扩充优质教育资源，
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正阳县
第一实验高级中学，鲍常勇详细了解招
生、师资、教学情况，强调要坚持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全面提升教学质量，优化
教育环境，健全工作机制，加快推动教
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薄山水库至正阳县城供水项目是
备受关注的民生工程。来到项目现场，
鲍常勇认真了解线路规划、施工进度，
强调要加强统筹协调，优化资源配置，
切实增强工作协同性、实效性，努力提
升项目综合效益，更好造福群众、服务
发展。①6

鲍常勇到正阳县调研时强调

夯实产业根基 抓好民生工程
为建设现代化驻马店注入强劲动力

新华社北京3月 16日电 又有一些
国家领导人陆续通过致电致函等方式，
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您再次当
选表明，中国人民对您的领导力充满信
心，这也将对国际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南中有着相同发展目标和广泛共同利
益，两国紧密团结，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持续蓬勃发展。南非愿同中方在传统
友谊和同志般关系基础上继续加强协
作，携手推进区域和多边合作。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表示，衷心祝
愿您在这一重要岗位上诸事顺遂。当
今世界面临严峻挑战，各方须团结应
对。我对德中关系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希望随着疫情形势好转，两国间广泛的
人文交流能全面重启并不断深化。

荷兰首相吕特表示，诚挚祝贺您再
次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我愿继续同您
保持深入交流，开展建设性合作，深化
荷中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作为
14亿中国人民的掌舵者，您承担的责
任无比重大。您的治国理政理念启迪
了许多人。

（下转第四版）

外国领导人热烈祝贺
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