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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时进行时三三夏夏

本报讯（记者宋 敏 通讯员
任建庭）5 月 29 日，记者从省电力
公司获悉，今年我省节约电能目标
为 8.05亿千瓦时，截至目前已节约
电能 3.76亿千瓦时，完成年度计划
的 46.7%。

据了解，由电网企业主导节约
的电能，主要来自电网线路设备自
身、发电技术环节、社会节能改造
三大方面。2013 年，河南电网开
展节能项目 328个，其中输电线路
改造项目 154个，更换高效变压器
109 台，通过实施配网技术改造、

变电站节能，实现电网自身节约电
能近 3.4亿千瓦时。

在今年全省 8 亿千瓦时的节
约电能目标中，国网河南节能服务
有限公司作为节能服务业务的技
术支撑和实施机构，完成社会节能
项目节电量为 1.61 亿千瓦时，是
2013 年的近 10 倍。截至目前，该
机构已实施完成 1 个社会化节能
项目，可节约电能 0.24亿千瓦时；
正在测试和跟踪的社会化节能项
目 10个，可实现节约电能超过 1.6
亿千瓦时。③10

本报讯（记者温小娟 实习生
吕巧力）5月 29日下午，“老少手拉
手，‘节粮、节水、节电’我们在行
动”活动启动仪式在郑州市惠济区
实验小学举行。据悉，这是由省关
工委、省委文明办、省教育厅等 8
家单位在全省青少年中开展“美丽
中原·生态文明我先行”2014年度
的主题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
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
明理念，引导他们从小事做起，养成
节俭节约好习惯。活动广泛动员

“五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通过老
少手拉手的形式，以实际行动影响

和带动广大青少年养成健康文明生
活方式和消费理念。同时，“五老”
要做好节约的监督员，以青少年容
易接受的方式劝阻各种浪费行为。

启动仪式上，省关工委相关负
责人告诫同学们要树立“节约光
荣、浪费可耻”的理念，从我做起、
从家庭做起、从小事做起，在学习
生活中的每个细节上注重“节粮、
节水、节电”，让勤俭节约在家庭、
在学校、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随后，学生代表宣读了倡议
书，倡导青少年自觉培养“节粮、
节水、节电”意识，从身边的点点
滴滴做起。③12

本报讯 （记者张海涛）6月 2
日，记者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
室了解到，目前我省虽已进入汛
期，但部分水库蓄水量较多年同期
平均水平偏少。

记者近日在位于平顶山市西
南的白龟山水库看到，从上游昭平
台水库调来的水正源源不断注入
白龟山水库。在调水之前，白龟山
水库已接近“死水位”（到该水位后
不能再往外调水），蓄水量降到约
6800 万立方米，而正常年份同期
水位约 102 米，蓄水量约 2.4 亿立
方米。白龟山水库是平顶山市的

“大水缸”，城区供水一度受困。

我省去年遭遇了春夏秋三季连
旱，为20年来所罕见，汛期水库未能
有效蓄水，少数小型水库几近枯竭。
虽然今年春季我省降水较为正常，但
目前部分水库蓄水量仍偏少。截至
5月底，全省 21座大型水库蓄水量
23.60亿立方米，1997年以来同期平
均水平为 30.43亿立方米，108座中
型水库蓄水量5.05亿立方米，多年同
期平均水平约6.79亿立方米。

省防办提醒，虽然目前部分水
库蓄水量较少，但汛期由旱转涝随
时可能发生，我省历史上也出现过
这种情况，各地需提高警惕，严加
防范。③12

我省今年节电目标逾8亿千瓦时

厉行节约 从小做起

我省部分水库有点“渴”
省防办同时提醒汛期严防旱涝急转

新华社郑州 6月 3日电 （记
者宋晓东）一条崭新的柏油马路
旁，许金朗背着手看着自家新盖
的 3层新房，笑眯了眼睛。“房子盖
起来了，路也修好了，以后这日子
啊可好过咯。”虽不善言辞，但爽
朗的笑声道出心中喜悦。整修一
新的兰曹路挪开了堵在双杨树村
村民“心口窝上的大疙瘩”，“老百
姓想啥，政府就干啥，咱还能有啥
不满意？”许金朗说。

兰考县在县委常委班子专题
民主生活会后，坚持“深学、细照、
笃行”，认真学习弘扬焦裕禄精
神，转变思想、深入反思。针对班
子对照检查出的问题以及会上提
出的意见建议，认真梳理问题清
单，逐项制定整改措施，研究确定
了 6 大方面、42 大项、111 小项具
体整改任务。建立责任台账、开

门整改，坚持从严从实、立行立
改，以思想转变带动工作作风转
变，兰考县探索建立了一系列为
民服务的长效机制。

“思想转变是行动基础，民主
生活会既敲了警钟，也开了个好
头，党员干部的自我反省就是思想
转变的开端。”兰考县委副书记毛
卫丰说。县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
会上点“麻骨”、戳痛处，带着“辣
味”的坦诚批评，在兰考县成了流
行于党员干部间的新“时尚”。

“老百姓都知道问题出在哪
里，你们却不知道，眼睛都是干吗
用的？”面对迟迟没有拆下来的广
告牌，谷营乡党委书记朱春燕的
批评毫不留情面。在谷营乡工作
例会上，这种指名道姓、言辞犀利
的批评经常听到。谷营乡乡长黄
宗刚说：“相互批评让我们看清自

己、看清工作、看清老百姓真正需
要什么。思想转变了行动就不再
困难。在反省中奋进，才能带着
老百姓奔向更有盼头的未来。”

纳税人需求与税务机关管理
风险之间的矛盾一直以来都是征
纳双方矛盾冲突的所在。为了转
变工作作风，兰考县国税局改革
了一系列涉税业务办理手续，建
立了一套便于纳税人业务办理的
制度。“我们改单一业务窗口为综
合服务窗口，同时简化涉税办理，
将 277 项涉税事项中的 225 项定
位为‘即办类事项’，并承诺其余
52个限办事项在 7个工作日内办
结。”国税局局长韩勇介绍。

针对企业出口退税长达几个
月的办理时长，国税局实行当月
受理、当月审核、当月办理，仅兰
考县三环家具有限公司一家企

业，今年已经顺利退税 1180万元，
减轻了企业流动资金压力。“即办
业务是我们给自己戴上的紧箍
咒，却真正融洽了征纳关系。听
到纳税人发自内心的感谢，我们
的一切辛苦都值得。”国税局办事
大厅主任黄梅竹感触颇深。

无需抵押和担保，光靠信用和
口碑就能贷到款。为了解决农民
贷款难的问题，兰考县农村信用联
社创新推广农户小额自助贷款业
务，由村民代表、党员代表、村委会
等人员组成村级评定组织，面向全
村公开投票评选出授信户。授信
户只要到指定信用社营业柜台提
出贷款申请，就可办理贷款手续，现
场发放贷款，无需任何抵押担保。

“要想为百姓服务好，就不能
怕担责任、冒风险，只想着做好分内
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永远干不

好工作。”兰考县农村信用联社主任
高峰说。爪营乡程庄村村民杨国
建在村里开了一间超市，为了扩大
经营，杨国建通过农户小额贷款借
贷了10万元，扩大经营后每年增加
盈利近3万元。村民刘建瑞饲养了
6000只鸡，每年都会在玉米低价时
贷款进购饲料储存，平均每斤玉米
节省 0.2元。仅程庄村就有三分之
一的农户申请过小额贷款，目前，全
县已累计用信 18347笔，用信金额
达14.55亿元。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50 年
了，为什么兰考至今还戴着贫困
县的帽子？为什么一些党员干部
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路线走偏
了？兰考一些干部说，“兰考之
问”的答案并不难找，它不在文件
中，更不在讲话里，而是在每一个
党员干部踏踏实实的脚印下。

兰考党员干部：

让脚印回答百姓心中的“兰考之问”

本报讯 （记者李凤虎）5 月
29 日下午，一场特殊报告会在郑
州大学第二报告厅举行，济源市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愚公移山精
神情景报告会走进大学校园。郑
州大学通过开展报告会方式，学习
弘扬愚公移山精神，推动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与以往报告会不同的是，此
次通过朗诵、评书以及视频、图片
等方式情景再现了朱元英、毛立
争和“铁姑娘”群体等济源市不同
时期典型人物或集体的动人事迹
和感人精神。

半个世纪前，有一群年轻的
姑娘，巾帼不让须眉，每天挥动钢
钎 和 铁 锤 ，为 引 沁 济 蟒 贡 献 力
量。报告会以电视专访形式讲述
了“铁姑娘”代表牛淑清和卫玉荣
老人那段艰苦岁月和无悔青春。

克井镇的朱元英老人，从上
世纪 80年代初开始，率领祖孙三
代植树造林近 30年，在 2000多亩
荒坡地上种植了上百万株树木，被
誉为当代“绿色愚公”。报告会采
用配乐诗朗诵和电视短片的形式，
情景再现了朱元英老人及其家人
艰苦奋斗、绿化荒山的动人事迹。

社区民警毛立争，把辖区居
民当亲人，甘做居民“贴心人”。
报告会以现场评书形式，展示了
毛立争真情服务居民的奉献精
神。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不时赢
来阵阵热烈掌声。聆听报告的郑
州大学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
在今后工作中，要进一步弘扬新
时期愚公移山精神，加强作风建
设，当好人民的“孺子牛”和“贴心
人”。③10

愚公移山精神报告会走进郑大

冒 着 酷 暑 ，5 月 26 日 至 28
日，省政府三夏生产督导服务组
奔赴我省小麦生产大市周口市
以及鹿邑县。

汽车行驶在田间公路，一层
层 金 黄 的 麦 浪 快 速 向 车 后 移
动。透过车窗放眼望去，是一望
无际的金黄色。

扶沟县农业局原种场，几十
块麦田的地头都插着标有小麦品
种的牌子，麦秆高低不等、麦穗大
小不均、小麦群体有密有疏。“麦
穗金黄，麦秆泛青，籽粒饱满，小
麦熟相正常。”督导组组长、省农
业厅副厅长魏蒙关随手拔起一颗
小麦，双手把麦穗搓碎，吹掉白色
麦皮，仔细查看手心的麦粒。

“今年小麦良种覆盖率高，
气候条件好，病虫害防治及时，
小麦整体情况不错，预计全县每
亩 1000 斤以上的土地面积能增
加二成。”扶沟县农业局局长彭
郎头介绍，原种场内包括全县种
植的所有小麦品种，老百姓到这
里很直观地看到品种好坏，秋季
种植会选择优良适宜的种子。

5 月 27 日下午，鹿邑县赵村
乡茧王村村民杜丙银又转到高
产创建示范方品种试验田，对比
不同品种小麦的长势。他家的 8
亩地全在县高产创建示范方内，
今年浇过两次水，又在技术人员
的指导下进行了病虫害防治，每
亩地估计能收 1000多斤。

但杜丙银一点儿也不满意，

他告诉记者：“如果去年种‘周
麦’品种，产量会更高。不同的
小麦品种集中展示，明年种啥，
俺心里有数了。”

周口市农科院小麦品种试验
田内，10多位小麦专家正在对新
培育的小麦品种进行测产。走在
田间，裤子与小麦摩擦发出阵阵
哗哗声。“这块田里种有 106个小
麦品种，一半是优质，一半是高
产。前段时间，每天来参观的种
子公司和群众络绎不绝。”周口市
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殷贵鸿说。

这个高产、这个抗倒伏、这个
抗病虫害……殷贵鸿领着督导组
到试验田核心地块，如数家珍地介
绍他把世界各地优良品种与“周
麦”品种杂交后培育的新品种。

听着专家介绍，看着丰收在
望的小麦，魏蒙关动情地说：“粮以
种为先，优良品种是小麦丰产丰收
的重要保障。周口市高产创建以
良种繁育和推广为抓手，让我们看
到了丰收，也看到了希望。”③11

视觉 新闻

6 月 3 日，中原油田采油三厂党
员帮扶小组在帮助清丰县瓦屋头镇
丁韩村特困户抢收麦子。近日，该厂
为特困户抢收小麦，以实际行动践行
党的群众路线。⑤4 白国强 摄

6月 2日，南阳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迎通水单车骑行进北京”活动
在淅川县陶岔渠首正式启动。当日，来自全市的百余名“骑士”从渠首
出发，骑行 18天后将抵达北京团城湖。⑤4 杨振辉 摄

6 月 2 日，正阳县皮店乡罗堂村农民正忙着移苗插秧。今年，该
县种植水稻达 25 万亩，当地群众抢时间移苗插秧，确保水稻及时栽
植。⑤4 高万宝 摄

6月 2日，工人正在西泠电器工业园紧张忙碌。该工业园位于孟州
市产业集聚区，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一期计划投资 8.6 亿元，投产达效
后年产值 15亿元。 ⑤3 本报记者 王 铮 摄

本报讯 （记者党文民）目前，
我省南部、西南部地区冬小麦已
进入收获高峰期，其他地区也将
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6月 3日，
省农业气象服务中心专家提醒，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晴好天气，及
时收获、晾晒；另一方面要抓住近
期有利的天气与墒情条件，做好
秋作物的备播工作。

上周，我省除豫北、豫西部分
县（市）冬小麦仍处于乳熟期外，

其他大部地区已陆续进入成熟收
获期。上周全省气温偏高，天气
以晴好为主，利于小麦的收获晾
晒，但出现了干热风天气，对晚熟
地区小麦后期灌浆略有影响。预
计至 6月 11日，豫北、豫西、豫中、
豫西南部分地区旱情仍将持续，
但大部地区墒情适宜，对夏玉米
的播种较为有利。

据 省 气 象 台 发 布 的 天 气 预
报，本周我省无明显的降水天气

过程，全省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
明显偏少，周前、中期全省以晴热
天气为主，周末前后可能会有一
次冷空气影响我省。

省农业气象服务中心专家提
醒，各地要充分利用晴好天气，及
时收获、晾晒；同时抓住近期有利
的天气与墒情条件，做好秋作物
的备播工作，尤其豫北地区、豫西
山区等地应抓紧时间趁墒播（套）
种。③12

抓紧收获 趁墒播种

看到丰收 看到希望

专家点评：
省农业厅植保植检站推广

研究员张国彥：周口市和鹿邑县
在小麦高产创建中高度重视良
种展示田建设，发挥其示范带动
作用，加快了优质高产品种的大
面积推广应用，为小麦丰收奠定
了基础。周口市农科院科研人
员瞄准国际前沿，结合本地实
际，不断推出高产优质抗逆小麦
新品种，有利于河南小麦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③11

25岁的郝杰是奇瑞重工河南有限公司的一位农机维
修技师，三夏期间是他一年当中最忙的时候，一天要工作
十几个小时。凭着对工作的热爱，两年来他一直在三夏维
修一线，为乡村农机手们保驾护航。⑤3 张 涛 摄影报道

▲5月 28日，郝杰在驻马店市关王庙乡孙吴庄村抢
修联合收割机。

▶当日下午，他才吃上午饭，用开水泡面充饥对他
来说是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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