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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尔电 (记者王 磊)5月
15日,河南跨境电子商务推介会在
韩国首尔举行。这是我省致力于
打造“买全球,卖全球”的跨境电商
网络,建设郑州现代国际物流中心
的又一重要举措。我省相关平台
企业和 280 余家韩国企业进行了
对接洽谈。

据河南保税物流中心总经理
徐平介绍,要做大跨境电子商务平
台（E 贸易）,就要吸引更多的海外
企业以郑州为基点布局其在中国
的业务网络,让河南成为全球跨境
贸易货物进入中国的分拨中心,在
共同发展电子商务和整合国际物

流网络中实现双赢。
韩国贸易促进机构郑州韩国

贸易馆负责人金春雷说 ,韩国企
业在华投资近年增长很快。河南
具有区位、市场、人力资源等优
势 ,近年呈现快速稳健增长的态
势 ,特别是巨大的市场容量和辐
射全国的交通物流优势 ,对韩国
企业尤其是消费品企业非常具有
吸引力。

在下午的对接洽谈会开始之
前,等待进场洽谈的韩国企业代表
在场外排起了“长蛇队”,场内一批
批客商耐心等待洽谈对接,初步达
成了一批合作意向。③11

本报讯 （记者董 娉）5 月 15
日起，通过网络、电话和郑州火车
站的售票窗口，都能购买暑期学生
火车票了。

据悉，今年暑期学生票发售日
期从6月1日开始至9月30日结束。
因通过网络和电话可提前 20天、窗
口可提前 10天购票，所以从 5月 15
日开始，凡符合条件的学生旅客，均
可通过网站和电话预订火车票。

按照规定，学生只享受半价硬
座客票、加快票和空调票，软座、软
卧均不享受半价，硬卧可以购买学
生票，但卧铺票部分也不能享受半
价，需要购买全票。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学生证不能作为购买学生票
的凭据：今年已购买过 4次学生票
的；本学期没有注册的；没有贴学
生票优惠 IC 磁卡的；学生证涂改
过的等。③12

本报讯 （记者卢 松）他们常
年辛苦奔波在中原大地，把农技推
广“ 最 后 一 公 里 ”变 成 了“ 零 公
里”。5 月 15 日，在郑州举行的省
农业技术推广协会成立大会上，我
省评选出首届“最美乡村农技推广
员”。

此次评选出的安阳市龙安区
马投涧镇农业服务中心唐四平等
10 名“最美乡村农技推广员”，以
及偃师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刘素
爱等 20 名“优秀农技推广员”，他

们全都是长期扎根农村、在乡村基
层一线服务于农业科技推广和粮
食生产、业绩优异的先进个人，是
全省县乡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站 2
万多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中的优
秀代表。

省农业技术推广协会第一届
理事会会长任洪志介绍，今后协会
将在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加快农业
科技进步、发挥咨询参谋等方面发
挥作用，为我省粮食生产核心区建
设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③10

本报讯（记者杜 君）5月14日，
记者从省林业调查规划院获悉，我
省林地年度变更调查试点工作已
顺利通过国家林业局检查验收。

“这将为全省林地年度变更全
面展开，实现林地落界‘以图管地’
提供经验。”省林业调查规划院相
关负责人表示，这也意味着，今后
滥伐林木、任意侵占林地等违法行
为想瞒天过海更难了，林地“一增
一减”尽在掌握之中。

为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国家
林业局在全国开展了林地年度变
更调查试点工作，我省的栾川县、

新县被确定为试点。根据最新林
地变更调查报告，在 2013 年度更
新期间，栾川县林地总面积增加了
610.79公顷，但有个别树种林地面
积减少明显，其中乔木林面积减幅
最高。结合报告分析发现，森林采
伐占 0.76%，占用征收占 13.61%，
因灾害因素变化的占 0.57%。

专家表示，开展林地年度更
新调查分析，了解林地范围和林
地的变化情况及原因，是加强林
地保护利用管理、深化国家和地
方政府宏观决策管理的重要基础
和支撑。③11

缓缓流淌的金堤河，像一条纽带把滑县
白马坡、卫南坡等地的田地连接起来，组成
一块 26.5万亩的高标准粮田示范方。

5月 14日，记者驱车行走在田间水泥路
上，仿佛置身绿色的海洋。路边高大的宣传
牌上“粮安天下，粮稳中国”几个大字，在绿
色麦浪的映衬下格外醒目，昭示着滑县人对
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动担当。

90 多万亩高标准粮田，就是这种担当
的坚强基石。2013 年，滑县粮食总产达 28
亿斤，连续 22年保持全省第一位；其中小麦
产量超过 18 亿斤，也排在中国小麦生产第

一县的位置。

大手笔规划高标准粮田
在滑县白道口镇的高标准粮田里，道路

纵横交错，渠道彼此相通，井房布局合理。
“现在浇水可方便了，刷一下卡，水就从

埋在地头的地下管道喷涌而出。”白道口镇
西河京村种植大户黄国兴正在给小麦浇灌
浆水。提起从前，他打开了话匣子：以前这
一带都是盐碱地，一季一亩地能收三四百斤
粮食就算运气好，土地改良后有所改观，但
是小田块、小土路还是让浇地、机械化作业
都成难题。

滑县地跨黄河、海河两大流域，是传统

的农业大县，但受季风、太行山地形影响，多
灾害性天气，旱涝灾害频繁发生。

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让“豫北粮
仓”更加牢固，2012年开始，滑县按照“全县一
盘棋、措施一体化、宜大不宜小”的原则，打破
乡镇界限，集中连片规划建设高标准粮田。

两年来，滑县整合发改、农开、水利、国
土等项目资金，建成高标准粮田 90 多万
亩。田内旱能浇、涝能排，农业实现“强筋壮
骨”。到 2015年，滑县将完成规划的 155万
亩高标准粮田田间建设工程。

“这里将成为全省规模最大、标准最高、
产能最高的高标准粮田示范区和现代粮食
生产示范区。”带领我们穿行在白马坡、卫南
坡和留固的高标准粮田里，滑县农业局纪检
书记郝广亮自豪地介绍，以这一带为核心，
一个集中连片面积达 50万亩的超大高标准
粮田示范区正在建设之中。

大气魄擎起全国粮食生产大旗
“今年小麦长势喜人，麦收前如果不出

现大的灾害，产量肯定会比去年高。”滑县瑞
阳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聂保中时
常到田间转转，提前感受丰收的喜悦。合作
社在白马坡、留固等地高标准粮田里流转土
地 3万多亩，种植的粮食产量高、品质优良，
深受三全、古船等下游加工企业的青睐。

滑县快速推进的高标准粮田建设工程，
确保了粮食种植面积，提高了粮食产量，也
辐射带动了全县粮食生产连年稳产增产。
滑县被农业部誉为全国稳定发展粮食生产
的一面红旗。

“大致说来，全省每生产 1000 斤粮食，
就有近 25斤来自滑县。”

郝广亮介绍，滑县粮食连年高产的一个
秘诀是，高标准粮田建设和高产创建相结
合，同步推进。

2013 年，滑县建设高产创建万亩示范
方 30个，通过建良田、普良种、推良法、育良
农、抓良策等举措，辐射带动全县 275.26万
亩粮食生产单产、总产双双再创新高。

去年，滑县 15 万亩小麦高产创建示范
方 现 场 实 打 实 收 测 产 验 收 ，平 均 亩 产 达
629.7 公斤。农业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
长、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评价说：“这个
来之不易的成绩，展示了我省高产创建和高
标准粮田建设的巨大潜力，也为河南粮食增
产指明了方向。”

大范围密织科技服务网
黄国兴还是村里的科技示范户，经常通

过村里的大喇叭，及时把播种、农资、病虫害
防治等科技信息告知乡亲们。现在是小麦管
理的关键期，黄国兴每天去地里两三次，查看
小麦生长情况，为粮食丰收“保驾护航”。

黄国兴是滑县网格化科技推广模式最
末端的典型代表。为确保粮食稳产高产，滑
县投资 400余万元，建设了农业展示服务中
心、乡级农技推广站、村级农业科技文化大
院，巩固了“县、乡、村三级”科技服务阵地，
实行“专家组+试验示范基地+农技人员+科
技示范户+辐射带动户”的推广模式，把新
科技、新方法直送田间地头。

除了活跃在田间地头的“土专家”，滑县
还有一支“大腕云集”的科研团队。该县成
立了我省首家院士专家农业企业工作站，聘
请中国工程院程顺和院士任首席科学家、中
国农科院张世煌研究员任玉米育种领域首
席科学家，郭庆法、李潮海、茹振刚等 10 余
名研究员、教授担任专家，在高标准粮田内
开展小麦、玉米等新品种选育和种子创新等
前沿性研究。

按照科技服务跟着建设走的思路，白马
坡和留固高标准粮田示范区建设了 2 个现
代农业气象科技示范园；18 个农情远程监
测系统和 9个农技推广区域站，全部规划建
设在高标准粮田区内。

“目前全县高标准粮田内主要粮食作物
良种覆盖率 100%，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
54%。”郝广亮说，2017年将完成全县 155万
亩标准粮田内的科技配套工程，“豫北粮仓”
会一天比一天更加丰盈。③11

自去年永城“11·14”事件发生后，省交
通运输厅以“猛药去苛、重典治乱”的决心
和勇气，在全省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公路
执法专项整改活动，推行交通运输行政综
合执法体制改革，组建统一的交通运输行
政综合执法机构。

清退 380 多名不符合从业资格的执法
人员、计划组建统一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体系、推进超限检测站“四级（部、省、市、
站）联网”建设、整改成效与交通建设项目
补助资金挂钩……

立查立改“零容忍”
5月 13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

在专项整改活动中，对全省 8600 多名治超
执法人员进行一次全面清查考核，对 380多
名不符合从业资格标准的人员予以清退，
取消 278名执法人员的执法资格，对违规违
纪人员实行“零容忍”查处。

治超督察队也对全省 130 多个正在运
行的超限检测站进行了拉网式不间断地督
查暗访，对 21个超限检测站存在的“只罚不
卸”、“以罚代管”等违规执法问题进行通报
批评；对 58 名违规执法当事人和责任人进

行处理，其中撤销 3名站长和 1名大队长的
职务。

科技执法规范化
为充分发挥科技手段的作用，有效约

束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效能，我省加快推进
超限检测站“四级联网”建设，今年计划投
资 4200 万元，首先完成 40 个站的建设任
务，以加强对超限检测站的监督管理，实现
信息自动报告，实施超限追踪查处。

此外，投入 2100万元为全省公路路政、
运政、航政、海事上岗执法人员配备执法记录
仪 4165台。要求执法人员在执法时必须携
带，将执法全过程录入监视监控设备，通过监
视监控，解决执法不规范、权力寻租问题。

各执法单位还规定,执法人员下班离岗
后必须上交证件，专人保管，上班回岗时重
新发放。全省 120 个超限检测站安装了银
联 POS机，禁止执法人员现场收取罚款，实
现罚缴分离。

“正本清源”促改革
“虽然专项整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但执法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经费编制
不落实等问题依然存在，趋利执法的利益
链仍未斩断。”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张琼告诉
记者，交通部门正在系统深入研究，实施改
革，从根本上解决公路执法现存的体制机
制问题。

目前，省交通运输厅强力推行交通运
输行政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整合现有交通
路面执法资源，合理设置交通行政执法机
构，理顺交通行政执法体制，实行统一执
法，一个窗口对外。通过行政综合执法体
制改革，根治机构重叠、多头执法、重复处
罚等现象。③9

河南跨境电子商务推介会在韩国举行

“E贸易”搭起中韩桥梁

暑期学生火车票开售

“最美乡村农技推广员”评出

林地落界“以图管地”
我省林地年度变更调查试点通过国家验收

随着内陆城市化建设加速，大宗货物选择廉价水运，沙颍河段航道
成为黄金水道和中原腹地连接华东地区的重要门户。图为 5 月 14 日，
货船在沈丘县沙颍河段等待开闸放行。⑤4 肖 飞 摄

5 月 13 日，万宝电器民权有限公司员工正在标准化厂房生产冰
箱。该企业是广东万宝集团投资 20 亿元在民权兴办的冰箱冷柜生产
基地。⑤4 本报记者 邓 放 摄

“豫北粮仓”地肥粮丰
■探访高标准粮田建设

规划建设高标准粮田 155 万亩，目前建成 90 余万亩。其中
26.5万亩高标准粮田示范区提升点位于滑县东北部，涉及枣村乡、
白道口镇、四间房乡、八里营乡、赵营乡、大寨乡等 6个乡镇。

滑 县

□本报记者 陈 茁 党文民 卢 松

改革执法体制 推行综合执法

我省铁腕治理公路“三乱”
□本报记者 董 娉

5月 15日，豫北的延津县、原阳县、
封丘县等地黄河滩区的几百万亩麦田，
在金色夕阳的映衬下，麦浪翻滚如碧波
荡漾，当地农民在麦垄间忙着播种花
生、清除杂草。今年风调雨顺，我省多
地小麦长势喜人，丰收在望。⑤4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影报道 农民在麦田播种花生。

麦田进行曲麦田进行曲

攥在手中沉甸甸的麦穗，寄托着
农民丰收的希望。

CFP供图

在滑县高标准粮田内，种粮大户黄国兴查看小麦长势。⑤4 时昌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