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贾林伟

本期嘉宾：孙君庚，镇平县郭庄

回族乡人，1993年毕业于河南职业
技术师范学院（现为河南科技学院）

食品工程系，现任想念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想念食品）董事长。

礼赞时代：感恩这个伟大的时

代，农家子弟读了大学，遇到了心爱

的人儿；白手起家艰辛创业，创建了

“想念”品牌；搭乘“一带一路”快车，

想念食品走出国门，向世界讲述面

条的故事。

“梦想，让人生变得有意义，也

让人生从此不知疲倦！”3月11日，星
期天，孙君庚仍在龙升工业园内公

司的总部忙碌着。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他

已着上春装，站在3楼望着公司门口
排着长队进出的车辆满心欢喜，“春

天，正是播种希望的季节。”

从春天出发，这位想念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从波澜壮阔的

伟大变革中汲取力量，以一往无前

的奋斗姿态，创造出新时代改革开

放的荣光。他坦言，改革开放是当

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

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催开了多少

人青春的梦想之花。

1989年秋，恢复高考12年后，青
葱少年孙君庚以优异成绩跳出农

门，考进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那时的高考，是百万国人破除年龄、

出身限制，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这是时代赐予我的第一个机遇，幸

好抓住了。”多年以后提起此事，他

毅然满怀感恩。大学之前，他一直

被贫困所纷扰。

时序更替，梦想起航。4年大
学，他不仅完成了学业，还收获了甜

美的爱情，与来自湖北的“系花”两

情相悦，演绎出“郎才女貌”的爱情

传奇。1993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
的南海边写下诗篇”的第二年，他牵

着她的手，回到南阳被分配到食品

厂上班。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的
中华大地春潮涌动，全国掀起一轮

加速投资高潮。随着改革大潮，孙

君庚创业的梦想悄悄萌发。

梦想与改革，始终相伴而行。

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风起云涌。
那年，他参加工作第5年，借着改
革大势成立自己的公司，取名“想

念”，日产9吨挂面，当年建成当年
投产。一路走来，他带领公司坚持

“做事先做人，面品如人品”理

念，向社会公众承诺绿色生态“零

添加”，向经销商承诺经营“零风

险”，致力于打造中国挂面行业的

第一品牌。

2008年，想念食品总部搬迁到

龙升工业园，由此驶进“加速跑”的

快车道，孙君庚带领“想念”团队注

重产品研发与创新，深入挖掘面条

文化，让拥有4000年历史的寻常面条
融入了高新科技。科技做支撑，孙君

庚把挂面做得出神入化，陆续推出

“天下好面”、“花色飘香”等九大系列

300多个品种，涵盖北京炸酱面、山西
刀削面、兰州牛肉拉面、河南烩面、上

海阳春面、武汉热干面、四川酸菜面

等七大特色，将中国好面“一网打

尽”。凭着实力，想念挂面被评为“中

国驰名商标”，企业进入“全国挂面加

工企业十强”。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步入

2018年门槛，想念食品更是“喜不自
禁”：在镇平投资12亿元的想念食品
产业园即将投产，日产面粉 3000
吨、挂面1900吨；在新疆霍尔果斯
口岸投建两条生产线也将启动生

产，企业将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进口天然绿色有机小麦，日产150
吨挂面。霍尔果斯口岸，是中国西

部历史最长、综合运量最大、功能

最为齐全的国家一类陆路公路口

岸。

开足马力生产的背后，彰显着

想念食品进入新时代借势“一带一

路”实现国际化的巨大努力。

2014年，想念食品从“线下”
走到“线上”，开启了电子商务时

代。2015年，基本实现电商平台全

布局、全覆盖，夺得天猫“双11”
活动面条类项目冠军。2016年1月
5日，作为首个登上纽约时代广场
的中国挂面企业，在“世界的十字

路口”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上

打出“想念不如见面”的主题语，

年底进入全国“挂面十强”。2017
年，《想念不如见面》 微电影上

映，全网播放量突破1亿人次，同
时，“想念不如见面”话题阅读量

也突破1亿，实现两翼齐飞，创造
了“网络神话”。

从春天出发，有诗有远方。孙

君庚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
的方式，就是用圆梦的姿态回报伟

大的时代。累累累4

想念食品 踩着时代鼓点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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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松 通讯员袁

虎）今年我市畜牧部门将以种养关

系重构、三产融合发展、畜禽养殖废

弃物处理和资源化、畜产品质量安

全、畜牧产业精准扶贫、机制创新等

6个方面为重点，持续推进畜牧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畜牧产业转
型升级。

重构新型种养关系，促进三产

融合。我市将在稳定发展优质猪禽

的基础上，优先发展优质草畜，积极

做好特色养殖。推进养殖场和畜产

品改造升级，做大肉制品、做强乳制

品。同时延伸产业链条，加强畜禽

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推进农村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

和资源化，打通粪肥还田“最后一公

里”。推进粪污整县治理，力争创建

绿色示范县两个。完善网格化管

理，建好畜产品质量安全线上数据

库和线下信息化档案资料，推进畜

产品质量安全治理能力提升。

加大畜牧产业扶贫推进力度。

鼓励畜牧企业带动贫困群众就业创

业，宣传推广多要素帮扶、保底分红

等产业扶贫方式，并做好贫困户养

殖技能培训。创新金融服务机制，

着力构建支持畜牧业发展的金融保

险支持体系，加快实施“产融保”、

“牧融宝”项目。累累累4

我市畜牧工作重点敲定

重构种养关系 促进三产融合

主持人：南阳理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姜保雨

创新乡村治理 提升扶贫成效

一周论坛

今年全国“两会”透露出一系

列民生任务“时间表”。在扶贫攻

坚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加大

精准脱贫力度。今年再减少农村

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完成易地
扶贫搬迁280万人。下一步应继续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克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问题。因

此，新时代精准扶贫应当与乡村

治理结合起来，以乡村治理为契

机，助推提升精准扶贫工作成

效。当前，我市脱贫攻坚工作正

在向纵深推进，让贫困群众持续

增收、稳定脱贫是摆在各级政府

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深入挖掘脱贫内生动力，夯

实乡村治理群众基础。精准扶贫

是一项民心工程，只有做到了扶

贫与扶志相结合，贫困人员才会

有实在的、理性的“获得感”。一

是营造理性助贫的氛围。树立积

极的舆论导向，鼓励借助政策帮

扶发挥主观能动性脱贫，讲明

“政策兜底”是最后的办法、靠

“兜底”不可能致富的道理，防止

出现“以贫困为荣”的不良现

象。二是加大对先进典型的宣传

力度，宣传他们在“精准扶贫”战役

中发挥自身力量战胜贫困的先进

事迹，增强贫困人员脱贫致富的信

心。三是引导受助人员参与社会

公益。对于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员，

组织他们结合自身实际自发开展

一些公益活动，如环境卫生、义务

巡逻、邻里互助等，引导他们形成

回报社会的积极心态，激发他们向

善、向美的热情。四是帮扶在“心”，

强化情感沟通。一些“贫困户”发展

无望，对未来缺乏信心。对此，精准

扶贫工作不仅身入更要入心，要强

化情感的沟通，让他们建立起生活

的自信，时刻感受到党的温暖。

大力提倡治理模式创新，打

造脱贫机制新载体。提升基层治

理能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保证。目前，我市普遍推行了

“第一书记”的制度安排，个别地

方尝试了“企业家村干部”的制

度安排，推行了以村庄微信群和

电商为先导的“互联网+农村”的
治理模式探索，进行了“村民理

事会”的制度实践。这些着眼于

推动农村治理变革的积极尝试，

为在农村培养、造就一支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

工作队伍提供了有益的新思路、

新做法，对强化农村扶贫组织领

导能力，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发挥

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不错的效

果，建议进一步在非贫困村实施

试点并逐步推进。

牢牢抓住脱贫致富关键人，

提升专业化治理水平。乡村振兴

和精准脱贫的规划做好了，关键

在落实，落实要靠人，因此精准

扶贫要抓住关键人。一是抓住老

板能人，解决产业扶贫市场开发

问题。从支持市场经营主体投入

产业扶贫、激励金融企业参与产

业扶贫、引导外出成功人士“回归

创业”、积极组建乡村扶贫协会等

方面，强化机制创新，整合各类资

源，向产业扶贫开发等“洼地”汇

集。二是依靠镇村干部，发挥党员

和党组织的基层治理引领作用，解

决乡村振兴与扶贫规划落实问题。

实施严实相济的监督考核制

度，构筑治理坚实屏障。在监督考

核方面，要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

的作用，确保贫困地区党政干部把

主要精力放在脱贫攻坚上，用考核

结果的运用来保证脱贫成效的精

准。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地方

的监督考核工作，引导基层干部适

应在监督考核下开展工作，落实好

必须作为、禁止作为、提倡作为的

约束机制。通过监督考核，做到奖

勤罚懒，尽快扭转“为官不为”的问

题。同时将严格考核的问责与支

持和允许在精准扶贫创新中的试

错、容错和纠错机制区分开来，充

分调动基层干部精准扶贫的工作

激情和创新精神。

要做到严实相济，建议严格执

行精准扶贫工作问责，落实相关规

章制度，以铁的纪律推动精准扶贫

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发现倾

向性、苗头性问题要及时处理整

改，发现违规违纪问题线索，纪检

监察和公检法司要严肃问责、追

究或司法处理，铁律抓干部作风

和落实效果。累累累4

科技部部长万钢10日在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

上介绍，截至2017年，我国电动
汽车、新能源汽车销售量已达到

77万辆，保有量超过160万辆，
占世界的一半。

万钢说，我国从 2001年开
始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对电动汽

车的发展，特别是电池、电机、电

控等关键核心技术，展开从基础

到技术方面的研究。10年以
后，开始启动大规模推广。“现在

世界范围内，从传统汽车逐步向

电动汽车发展，已经成为一个趋

势。”万钢说。累累累4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记者苏中）根据日前

河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网公示，我

市有4种农产品荣登2018河南省
“我最喜爱的绿色食品”前十榜单，

分别是淅川县的“榴博士”软籽石

榴、“亚洲一库”大闸蟹、新野县的

“诚为农业”猕猴桃、社旗县的“丙

玉蔬菜”番茄。

由河南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组织开展的2018年河南省“最受
欢迎的绿色食品”评选活动，通

过企业的申报和各地工作机构的

审核、推荐，确定了108个绿色
食品产品参加评选。省中心依据

公开投票结果，结合专家评审意

见，最终确定 20个产品为 2018
年河南省“我最喜爱的绿色食

品”。累累累4

2018省“我最喜爱的绿色食品”评选

我市四种农产品入围

本报讯 （特约记者谭亚廷）

“今年县里拿出千万元奖励发展功

臣，这样的奖励力度是过去没有

的，能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

近日，镇平县不少企业家代表向记

者谈起今年政府的奖励，仍然显得

十分兴奋。

镇平县日前拿出1000多万元
对为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企

业家进行表彰奖励。这不仅让企

业家们感到县委政府对企业家的

高度重视，更能感受到该县转型跨

越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加大科技创新。该县以争创

国家创新型县为目标，继续加大政

策支持力度，积极争取财政科技贴

息贷款、科技创新券，推进高新技

术企业梯次培育。高标准编制省

级农业科技园区总体规划，争创河

南省农业科技园区。深化与高校

的合作，建立一批合作紧密、水平

较高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强化人才支撑。该县落实南

阳市“诸葛英才计划”，着力在引、

育、用上下功夫。加快引进一批产

业领军人才。加快职教园区建设，

围绕本县玉雕、花卉、蔬菜等特色

产业，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用好金融工具。该县持续实

施“金融+”战略，加大金融部门对
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深化政银

保、政银保担等措施，创新“扶贫

贷”“振兴贷”“创业贷”等金融产

品，解决担保难、贷款难、放贷难

“三大难题”。加快投融资平台的

整合转型，利用“基金+PPP”“投融
贷”“订单+保险+期货”等市场模
式，为项目发展融资创造条件。

据悉，2018年镇平共确定想念
食品产业园、五垛山景区等48个
“四个一批”项目，以及特色小镇、

中联水泥骨料生产等73个重点支
撑项目，全力推进，紧盯项目落地

投产。目前，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

干事创业积极性空前高涨，发展氛

围日益深厚。累累累4

镇平

千万元重奖发展功臣

开栏的话

在万物复苏，春意盎然的美好季节里，本刊“数字”栏目与您见面了。

顺应时代发展、回应时代关切，设立“数字”栏目，旨在关注我市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每周用一组关键数字向您展示经济发展新动

态，总结经济建设新成就，科技创新新突破;以期为推动我市经济高
质量发展凝聚更加磅礴的智慧与力量。累累累8

微信全球月活跃用户数突破10亿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

事会主席马化腾 5日在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代表通道”

上透露，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微

信全球月使用活跃用户数首次

突破十亿大关。

马化腾说，十八大以来，

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不断提升，

尤其是互联网和科技领域，发

展更为迅猛。全球十大互联

网 企 业 中 ，中 国 企 业 已 占 4
名。

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160万辆

科技创新 疾驰市场

西峡纳昂福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着眼打造知名新能源低速电动车企

业，通过与武汉理工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开发出电动

观光车、电动轿车等20多个产品，受到市场青睐 累累累4
本报记者 张戈 摄

想念食品在漫天冰雪的霍尔果斯口岸建设的新厂 通讯员 范超奇 摄

想念食品先进的生产流水线 本报记者 贾林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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