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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 进行时

□本报记者 李运海

由于小麦收割期间的连阴雨，我
省部分地区小麦出现萌动（出芽前的
状态）多、不完善籽粒多等问题，难以
达到入库标准，一些区域出现了“卖粮
难”的现象。然而，在另外一些区域，
却出现了抢购优质强筋小麦的热浪。

朱长喜是汝州中地农民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目前在汝州市的31个村
设了收购点，专收强筋小麦品种“郑
麦366”。6月13日，他告诉记者：“已
经收七八天了，每天收1500吨左右，
收的价格也比市场价高一毛钱。农
民种‘郑麦366’根本不用发愁卖不出

去。”他透露，收购的优质强筋小麦直
接卖给了郑州市的面粉加工企业。

在民权县、永城市等地，优质强筋
小麦“郑麦 7698”同样受到市场追
捧。这一品种在民权县王庄寨镇设有
万亩示范方，连片种植5万多亩。在
今年省科技厅组织的两次实打测产验
收中，“郑麦7698”亩产1300斤以上。

去年冬天小麦种植后，地处民权
县的商丘双龙粉业就与负责种子供
应的河南三河种业有限公司签订了
收购合同，承诺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
收购这一区域连片种植的“郑麦
7698”。今年麦收完成后，两家单位
在民权县王庄镇很多村庄设置收购

点，派出车辆直接将收购的粮食拉到
面粉加工企业。

优质强筋小麦为什么受到市场
追捧？面粉加工企业相关人员坦言，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面粉
的需求日益高端化和专用化，吃面包
要专用面包粉，吃饺子要专用饺子
粉。这些专用粉都需要优质强筋小
麦，现在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远远不
能满足市场需要。

目前，我省种植“郑麦 7698”超
过 1000万亩，种植“郑麦 366”超过
600万亩。与我省8000多万亩的小
麦种植面积相比，优质强筋小麦的种
植面积比例还不大，而且大多是小块

种植，收购时容易与其他非优质麦混
杂到一起。

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许为
钢说，面粉生产企业必须确保粮食质
量均匀，不能混杂，我省有些优质小
麦品种虽然种植量不小，但规模化种
植不多，“碎片化”生产严重，做不到
专种、专收、专储、专卖，更加剧了优
质麦的短缺。

许为钢说，优质化是未来小麦发展
的必然趋势，一方面需要科技工作者培
育出更多的高产优质麦品种，另一方面
需要有关部门加大引导力度，引导农民
规模化种植优质小麦，推动我省优质小
麦的种植再上新台阶。②8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武芳

在颗粒归仓的关键时期，许昌市
遭遇了几次阴雨天气，严重影响小麦
的适时收获。面对严峻形势，许昌市
全员参与，齐心协力，打赢了“龙口”
夺粮之役，全市 330万亩小麦 6月 9
日实现了颗粒归仓。

非常时期定非常之策
由于小麦麦播基础好，底墒足，

管理措施到位，许昌市330万亩小麦
长势喜人。但5月 25日开镰收割之
后，许昌市却出现了3次明显降水天
气过程，15天内无降水天数仅有 4

天。其中，5月27日全市出现大雨，6
月 4日夜晚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雷
暴强对流天气，局部出现大到暴雨，
严重影响小麦收获。

不能让一粒粮食坏在地里！面
对严峻形势，许昌市委、市政府先
后 3 次召开会议，2 次下发紧急通
知，并多次召集有关部门进行会商
分析，科学制定应变措施，要求各
地坚持“抢”字当头，充分抓住降水
间歇期和晴好天气，全力以赴抓好
抢收抢种工作。

一天抢收小麦120万亩
“我们种的小麦虽说不多，眼看

天不好，还是不放心，现在你们调的
机器已经到了，农机局真是帮大忙
了。”许昌县榆林乡农民王伟说。

王伟不知道的是，为了他们能
“龙口”夺粮，全市上下有多少人陪伴
他们度过这些不眠之夜。

每一次降雨，农业部门都即刻组
织有关专家会商分析，制定科学有效
的应对措施，指导群众合理开展夏收
夏种工作；及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搞好培训指导。截至目
前，全市农技人员下乡巡回指导生
产 1200余人次，解答农民技术咨询
3000余人次。

农机部门利用信息化指挥调度

平台和远程视频指挥车，为农机手
提供跨区作业进度图，并专门引进
了用于雨后抢收的履带式收割机
460 台，尽最大努力保证了全市麦
收需要。

尽管降雨频繁、挑战严峻，但由
于准备充分、应对有效、组织有力，许
昌市未出现局部地区严重缺乏农机
情况，基本做到了收获一块、播种一
块。据了解，6月 4日夜间为赶在雨
前抢收，全市大多数收割机作业至次
日凌晨 3点以后，当晚抢收小麦 40
万亩。其中，全市在6月 3日白天到
6月4日凌晨连续抢收小麦达到120
万亩，进度之快前所未有。③6

本报讯（记者 樊霞）据国家统计
局河南调查总队调查显示,5月份，河
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1.9%，CPI环比下降0.7%；河南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PPI）和工业生产者购
进价格（IPI）同比降幅缩小，环比仍呈
涨势。

调查显示,我省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环比下降0.7%，主要是受鲜菜价格
下降较多的影响。其中，鸡蛋价格环
比持平；鲜菜价格下降 27.4%，影响
CPI 下降约 0.79 个百分点;畜肉类价
格上涨 2.5%，影响CPI上涨约 0.13个
百分点。

专家分析认为，随着应季鲜菜上

市，市场供应逐步增加，未来鲜菜价格
将持续稳定。

调查同时显示，5月份，河南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9%，其中城
市上涨1.8%，农村上涨2.1%。食品价
格上涨 4.9%，非食品价格上涨 0.8%;
消费品价格上涨1.7%，服务价格上涨
2.3%。1～5月平均，河南CPI比去年
同期上涨2.1%。

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调查
显示，5月份，河南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降幅缩
小，环比仍呈涨势。其中，PPI环比上
涨0.5%，同比下降2.4%；IPI环比上涨
0.5%，同比下降2.1%。③4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6月 13日，
记者从省环保厅获悉，5月份全省空气
质量明显好转，PM10、PM2.5环比同
比双双下降。

18个省辖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前
5名为信阳、周口、濮阳、开封、平顶山，
后 5 位为漯河、济源、商丘、洛阳、郑
州；10个省直管县（市）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前3位为永城、邓州、鹿邑，后3位
为长垣、新蔡、巩义。

全省18个省辖市环境空气优、良
天数比例为 71.5%（22天），环比上升
21.9 个百分点（增加 7天），同比上升
28.7 个百分点（增加 9 天）。其中，
PM10月均浓度为96微克/立方米，环
比 下 降 33.8% ，同 比 下 降 28.4% ；
PM2.5 月均浓度为 46 微克/立方米，

环比下降32.4%，同比下降40.3%。
全省 10个省直管县（市）环境空

气优、良天数比例为86.5%（27天），环
比上升 20.5个百分点（增加 7天），同
比上升22.0个百分点（增加7天）。

尽管 5月份空气质量明显好转，
但据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介绍，1~5
月18个省辖市PM10平均浓度为155
微克/立方米，PM2.5平均浓度为83微
克/立方米，距完成PM10、PM2.5年度
目标任务（115微克/立方米、78微克/
立方米）仍有一定距离。有10个省辖
市 PM10同比不降反升，其中，商丘、
濮阳、漯河、许昌、周口上升比例均在
10%以上。从以上情况来看，我省今
年完成大气考核目标任务形势仍然十
分严峻。③6

□本报记者 宋敏

再过一周就是“夏至”，气温会明
显地一天高过一天。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对于在高温天气下作业的劳动
者应给予补贴，即高温津贴。高温津
贴怎么发？能落实吗？6月 12日至
13日，记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调查。

高温津贴怎么发

目前，全国已有 28个省（市）明
确了 2016 年度高温津贴发放标准。
按月发放的地区中，津贴金额较高
的为山西和江西，为每月 240元；较
低的为广东省，为每月150元。按天
发放的地区中，标准最高的是陕西，
合每天 25元；较低的为贵州，合每天
8元。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我省的
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工作日10元，
这一标准从 2008年制定至今未作调
整。根据我省情况，今年发放高温补
贴的时间区间暂划定在6月至8月。

按照相关规定，无论企业、事业单
位，还是个体经济组织等，只要用人单
位安排了高温作业，室外温度达到
35℃、室内温度达到 33℃，都应该向
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

津贴发放“冷热不均”

6月 13日，郑州市最高气温接近
35℃。金水区环卫工人刘大爷听到记
者询问高温津贴的发放情况，说：“每
年到最热的时候，都会随工资发几百
块钱的高温补贴，有时一个月发一次，
有时三个月发一次。”

记者经过走访了解到，长期在户
外高温劳作的群体中，交警、环卫工等
机关事业单位户外工作人员都能按月
领到高温津贴，许多大型企业也能按
规定发放高温津贴。

让人欣慰的是，不少快递员、外
卖送货员也告诉记者，“公司承诺的
工资待遇里是含有‘高温津贴’这一
项的”。

但另一方面，不少私营企业的户外
工作人员和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则反映
很难领到高温津贴。在某工厂工作的
杨先生说，工厂车间在夏天最热时温度
会达到40℃以上，但工厂从未给他们发
放过高温补贴，也没有人管这事。

省人社厅提醒，单位拒发高温
津贴，劳动者可向用工所在地县级
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劳
动监察机构举报，也可以提起劳动

争议仲裁。

别让高温津贴成“纸上清凉”

采访中，不少人表示，根据现在的
工资、物价水平，每天 10元的高温补
贴并不算高。“高温津贴是岗位津贴，
是一种劳动补偿，其调整应该与工资
挂钩。”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院长张茂松表示，例如天津高温
津贴就是实行动态调整，日标准按照
上年度全市职工日平均工资的 12%
发放。

但相对于“高温补贴标准”的话
题，“能否把这个钱拿到手”才是劳动
者更关心的。事实上，目前的高温补
贴政策仅具有指导性，而非强制执行，
因此，劳动者究竟能否拿到高温津贴，
关键在于单位。尽管相关部门曾多次
发文，要求加强监管、落实政策，但惩
处方面的欠缺，使得用人单位违法成
本较低；此外，劳动者在企业面前较为
弱势，不敢、不会主张权利，都是高温
津贴政策难落地的重要原因。

有关专家建议，应将高温津贴纳
入立法予以强制性保护，当公民个体
的相关权益遭遇侵害时，依法维权才
有强力保障。②8

5月份CPI同比上涨1.9%

我省5月空气质量明显好转

一边“卖粮难”一边“抢购潮”

优质强筋小麦为何受追捧

许昌打赢“龙口”夺粮之战

高温津贴如何避免“冷热不均”

本报讯（记者 孙欣 通讯员 李昀
芝）如何预防扶贫资金“跑冒滴漏”等
问题？6月 13日，记者从省检察院获
悉，该院下发了《关于在扶贫领域围绕
扶贫资金开展同步预防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要求全省检察机关围绕
扶贫领域扶贫资金审批、管理、发放、
使用等重点环节实施全程同步预防，
对每一个扶贫项目资金同步预防都要
建立专门档案，确保扶贫资金走通“最
后一公里”，真正惠及贫困地区贫困群
众。

《通知》强调，全省各级检察机关
要深入扶贫项目开展调查研究，采取
灵活多样的预防措施，明确各阶段的
目标任务，有计划、按步骤、分阶段地
推进扶贫项目的开展。要重点围绕脱
贫攻坚“五个一批”工程（即生产脱贫、

易地搬迁脱贫、生态补偿脱贫、发展教
育脱贫、社会保障兜底）开展预防工
作，紧盯扶贫资金分配、项目申报、审
核审批、发放管理、项目实施、检查验
收等环节开展同步预防。重点针对职
务犯罪易发多发环节、领域和岗位，综
合运用预防调查、犯罪分析、检察建
议、预防宣传、预防咨询、警示教育、预
防监督、行贿档案查询等预防措施，积
极开展职务犯罪风险防控，有针对性
地提出对策建议，从源头上遏制职务
犯罪的发生。

《通知》要求，检察机关对每一个扶
贫项目资金同步预防都要建立专门档
案，扶贫资金项目的基本情况、组织领
导及预防人员信息、有关工作计划、预
防举措、领导批示、建章立制情况、预防
成果等资料要及时整理归档。③6

我省检察机关围绕扶贫资金开展同步预防

扶贫资金有了“检察档案”

6 月 12 日 6 点，温县
赵堡镇陈家沟村农民付利
州开着收割机奔向预定好
的地块，开始了一天繁忙
的麦收生活。刘军说：“这
台收割机已经买 5年了，
每年麦收季节从南阳开始
北上，一路收割到河北沧
州市，平均每天收割 100
亩。忙时，吃在麦田里，睡
在车底下，历时 1 个多
月。”⑨2 刘金元 摄

麦客的
“南征北战”

28个省（市）2016年度高温津贴发放标准对比

按月发放的地区中，

津贴金额较高的为

山西和江西，为每月240元；

较低的为广东省，为每月150元。

按天发放的地区中，

标准最高的是陕西，合每天25元；

较低的为贵州，为每天8元。 制图/张焱莉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通讯员 何
京辉）6月 13日上午，总投资680亿元
的武陟县产业新城项目在焦作市迎宾
馆签约，武陟县人民政府与华夏幸福
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就该项目以PPP模
式签署合作备忘录。

据介绍，武陟县产业新城项目预
计总投资 680亿元，合作期限 50年、
委托区域142.5平方公里，寓城市开发
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于一体。项目正
式实施后，华夏幸福方面负责合作区
域全面开发建设和运营，具体包括土
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
设、产业招商及园区运营管理等。

“武陟是焦作面积最大、人口最多
的县，地理位置重要，产业优势突出；产
业新城项目的签约，不仅对武陟县的经
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
加快郑焦融合发展，探索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新模式、新路径也具有重要的示范
带动作用。”焦作市市长徐衣显说。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孟惊表示，华夏幸福是中国领先的产
业新城运营商，武陟县产业新城是华
夏幸福进入中原城市群的第一个项
目，华夏幸福将高起点规划，尽全力把
这一项目做精、做强、做大，打造产城
一体的精品产业城。③6

武陟

签约680亿元产业新城项目

6月12日，平顶山业强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在生产新型电子元器件。该公司
是一家主要从事新型电子元器件生产及销售的企业，年营业额达3亿元，产品在
全世界市场占有率达70%以上。⑨2 牛智广 摄（相关报道详见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