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新闻│032017年4月12日 星期三
组版编辑 曾鸣 刘志强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4月 11日，
记者从省农业厅了解到，一季度我省农
业经济开局良好，运行平稳。小麦长势
整体较好，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足，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局顺利，农产品加
工业较快增长。

据 了 解 ，全 省 小 麦 面 积 稳 定 在
8200万亩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
土壤墒情适宜，小麦正处于拔节期，长
势整体较好，尤其旱地小麦长势明显好
于常年。高标准粮田建设稳步推进，今
年前两个月全省高标准粮田建设投入
资金10.8亿元，建设 86.6万亩，完成全
年建设任务的17.3%。

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足。一季度蔬
菜上市量 600 万吨左右，同比持平略
增；油菜去年秋播面积 480万亩左右，
预计总产77万吨，与去年基本持平；食
用菌预计总产215万吨（鲜重），同比增
长7.5%左右。一季度，全省肉类和禽蛋
产量分别达220万吨、110万吨，同比分
别增长0.2%、2.2%，奶类产量90万吨，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农产品质量安
全形势持续向好，一季度全省主要农产
品质量安全抽检样品 1440个，农药残
留 合 格 样 品 1436 个 ，监 测 合 格 率
99.7%，较上年底提高1.7个百分点。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局顺
利。截至目前，今年夏收的8个试点县
230万亩优质专用小麦已经逐地块上

图入库，8个试点县共签订订单98.1万
吨，占预计产量的92.1%，其他县市370
万亩优质专用小麦，订单购销正在有序
推进中；优质花生种植稳步推进，花生
种植面积预计 2000万亩，花生备种工
作顺利进行；优质果蔬发展初见成效，
蔬菜播种面积350万亩左右，同比增长
2.2%，去年冬季以来，在灵宝市启动的
老果园改造试点取得初步成效，在灵宝
市、陕州区和洛宁县推广的苹果矮砧密
植技术逐步被果农接受。优质草畜稳
定发展，全省25个肉牛监测村3月份肉
牛存栏量环比增长 11.1%，同比增长
0.04% ，能 繁 母 牛 存 栏 量 同 比 增 长
1.1%；全省 20个监测村 3月份奶牛存
栏10002头，环比增长0.05%。

农产品加工业较快发展，农产品加
工项目加快推进。一季度，全省 7800
家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7.0%，实现营业收入5507亿元，
同比增长8.6%，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
业收入的29.98%，实现利润总额473亿
元，同比增长9.5%，占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利润总额的 37.36%，规模以上农产
品加工业从业人员 230.5万人，同比增
长2.7%。一季度农业产业化集群内建
成项目 110个，项目总投资 67.6亿元，
同比增长318%，可新增年销售收入71
亿元，新增就业人数1.3万人，新增带动
农户数13万户。③6

本报讯（记者 李铮 通讯员
王娟 王婷婷）4月10日，记者获悉，
南阳市今年一季度该市项目建设实
现了“开门红”，桐柏县、淅川县、唐
河县等 10个县区共集中开工项目
90个，总投资 202.6 亿元。项目涉
及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食品
加工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具有
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
好等特点。

据了解，今年南阳市共确定

309个重点建设项目，至 3月底，已
完成投资176.8亿元，其中，40个省
重点项目完成投资45.7亿元。一批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项目，
如南阳市一高中新校区建设等公共
教育项目，市中心医院新区医院等
医疗卫生项目，“三馆一院”等文化
体育项目，金鹏老年福利服务中心
改造扩建等健康养老项目，这些项
目的开工建设将切实增强群众的获
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③4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4月 11日，随
着开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伟等向全
市292个贫困村的党支部书记颁发“党建
掌上通”智能终端，开封市正式启动“智慧
党建”助推贫困村致富工程。今后，将有
越来越多的贫困村党员群众用上口袋里
的“脱贫助手”。

据了解，为全市贫困村量身定制、免
费配置的“党建掌上通”智能终端，是开封
市委公开承诺的 2017年基层党建 10件
实事之一，这一创新做法在全省乃至全国
都是首例。

党员远程教育、农业大数据、农产品
交易、便民信息服务、农业技术培训……
海量信息资源通过视频、图文、推送、短信
等多种传播形式，集合到一部手机上，让
党员群众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学习查询党
建知识和党的法规政策，还可以享受免费
拨打专网电话、免费咨询农情农事、免费
5个G定向流量等优惠政策，免费发送和
接收用工需求、农产品交易等与生产生活
密切相关的各类信息。

“我们村发展蔬菜种植，目前最缺的就
是市场信息和技术知识！”领到崭新的“党建
掌上通”，通许县厉庄乡万庄村党支部书记
王德福喜不自胜，在他看来，小小的智能终
端，将给全村脱贫帮上大忙，他说：“今后，我
们将针对贫困户需求，每季度至少开展两次
集中学习，每月定期开展种植养殖实用技术
培训，同时也将借助掌上农商平台发布蔬菜
销售信息，把村里的优质农产品送进大超
市。”

何伟说，借助以“党建掌上通”智能终
端为代表的“智慧党建”平台，全市党组织助
推脱贫攻坚战的服务，正由被动转向主动、
由单一转向多元、由传统转向智能。③5

本报讯（记者 宋敏）继省社会保
障局成立之后，我省社会保险经办工
作又迈入新阶段。4月 11日，记者从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省编
办联合该厅印发了《关于整合市县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指导意见》），将在市县两级整合成
立统一的社保经办机构，未来“五险合
一”模式将覆盖全省。

目前，我省市、县（市）区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大多按险种分别设立，机构重
叠，经办分散，办公地点不集中，名称不
统一，流程不一致，信息不共享，参保单
位和参保职工经常需要在几个机构间
来回往返办理业务，造成许多不便。

为优化经办流程，减少办事环节，提
高工作效率，我省加快整合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到2017年年底，基本完成各省
辖市、省直管县（市）社保经办机构整合，
2018年上半年全部完成市县两级社保
经办机构整合，实行养老、医疗、失业、
工伤、生育“五险合一”统一经办，为群
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

根据《指导意见》，我省将把各省
辖市、县（市）区现有按险种分设的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撤并整合成一个“五
险合一”经办机构，实行养老、医疗、失
业、工伤、生育五项社会保险一家受
理、一站服务，方便参保单位和群众办
理各项社会保险业务。到 2017年年
底，基本完成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
社保经办机构整合，2018年上半年全
部完成市县两级社保经办机构整合。

整合后的各省辖市、县（市）区社

保经办机构，要统一规范机构名称。
同时，完善社保经办服务体系，在县
（市）区经办机构设置服务大厅的基础
上，乡镇（街道）和行政村（社区）设立
社会保险经办服务网点，形成覆盖城
乡的省、市、县“三级管理、五级服务”
的社会保险经办服务网络。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整合后，要统
一管理各险种社会保险基金，减少基
金管理环节，降低管理成本和管理风
险，保证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统一业
务规程，实现经办管理的规范化，提高
社会保险经办服务水平；统一信息系
统，提高管理效率，提升社会保险经办
管理信息化水平；统一各险种缴费基
数，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社会保
险费征缴率。③6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4月7日，
全省农业科技教育工作会议在商丘
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我省农业部
门围绕“四优四化”，正大力推行科教
兴农“一三五五”工作机制，汇聚全省
农业科研、教学资源和农技推广力量，
形成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强大动能。

近几年，我省粮食产量和产能稳
步提高，与较完善的农业科技创新推
广应用体系密不可分。但随着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农业科
技教育工作面临创新、推广、应用等环
节衔接不紧密，特别是科技创新与产
业融合深度不够等问题。

“推行‘一三五五’工作机制，用
足用活用好现有科技项目资金，有效
整合全省农业科研、教学资源和农技
推广系统力量，形成农业科技创新推
广服务‘一盘棋’。”省农业厅科教处副
调研员李洪岐说。

“一三五五”工作机制中，“一”是
指河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
每个首席专家团队对接服务一类（个）
农业产业化集群（龙头企业），提供全
产业链技术服务，帮助集群优化原料
基地建设，合力推进龙头企业科技进
步，建立联合培养人才机制。

“三”是指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的每个岗位专家至少联结服务三
个乡镇（区域）农技推广站，共享科技

资源和信息，共用科研智慧和成果，协
同培训人才和推广技术，打造农业科
技创新推广应用样板。

“五五”中，第一个“五”是指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综合试验站站
长至少分类联系服务五名新型职业
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二个

“五”是指每个乡镇（区域）农技推广站
至少分类服务五个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新型职业农民），提出技术指导意
见，开展全程服务。

“下一步，我省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科
研与产业深度融合、创新与推广紧密
联结，让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高产
优质优价。”省农业厅科教处副处长余
斌表示。

省农业厅科教处副处长张广建
介绍，我省已建成1031个乡镇（区域）
农技推广站，普遍建立“农业专家+试
验示范基地+技术指导员+科技示范
户+辐射带动户”的技术推广网络。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面，截至去年底，
共培育30多万名各类职业农民。“现
在有了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和乡镇（区
域）农技推广站农技人员的支持，在推
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机械等方面，新
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必
将充分发挥其应有示范带动作用。”长
期从事农民培训的省农业厅科教处
副处长吴秀云说。③6

农业供给侧改革开局顺利 农产品加工业较快发展

一季度我省农业经济运行平稳

贫困村有了口袋
里的“脱贫助手”

我省创新农业科教新机制

“一三五五”激发科教兴农新活力

南阳一季度项目建设“开门红”

我省出台意见整合社保经办机构

明年上半年完成市县社保“五险合一”

4月10日，国网内乡县供电公司的技术人员在检查光伏扶贫电站设备
运行情况。该县在56个贫困村实施了“光伏发电全覆盖”扶贫项目，为群众
脱贫奠定坚实基础。⑨7 张中立 摄

▲4月 11 日，民权县野
岗镇秦庄村村民在梨园内忙
碌。该村依托种植梨树的优
势，成立了无公害白皮酥梨专
业合作社，带领群众脱贫致
富。⑨7 马玉 摄

▶4 月 11 日，濮阳县习
城乡南游村鲜花种植基地内，
花农正在大棚内采摘鲜切
花。当地积极引导农民调整
种植结构，走出了一条助推农
民致富的好路子。⑨7 赵少
辉 田鹏宇 摄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近期降雨
对我省小麦生产造成不利影响，赤霉
病在全省有大面积流行的风险，条锈
病在豫南地区已偏重发生,且呈进一
步向北部扩展蔓延的态势。4月10
日，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紧急通知，要
求各地切实加强小麦条锈病、赤霉病
防控，保障我省小麦生产安全，促进
稳粮增收和提质高效。

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对此
要高度重视，将小麦条锈病、赤霉病防
控作为当前农业农村的一项重要工作
来抓，全面组织发动，突出重点，打好
防控攻坚战，进一步强化小麦条锈病、
赤霉病监测工作，科学研判发生动

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适时组织科
学防控。对小麦条锈病，要坚持“科
学监测、控点保面、早期封锁中心、流
行初期大面积施药”的防治策略。

为打好“两病”防控攻坚战，各地
要认真落实重大病虫害防控属地管
理责任，实行“政府主导，属地管理，
联防联控”，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到
实处。农业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财
政部门要统筹整合相关资金、气象部
门要及时做好气象为农服务，工商、
物价、质监等部门要加强农药市场监
管；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
一线，争时间，抢速度，打赢小麦重大
病虫防控这场硬仗。③7

我省下发紧急通知

加强小麦条锈病赤霉病防控

脱贫有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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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通讯员
王丽霞）4月10日，记者从位于新乡
市的豫飞重工集团获悉，由该公司
自主研发的我国首台粮食连续卸船
机——埋刮板机械式连续卸船机，
打破了该类港口机械一直以来依靠
进口的局面，填补了国内空白。

近年来，我国粮食进出口交易
量逐年上升，专业粮食码头项目不
断建设，然而我国的粮食连续卸船
机却完全靠进口。豫飞重工集团在
吸收国外先进企业的技术理念上，
自主研发了埋刮板机械式连续卸船

机。据介绍，该卸船机利用埋刮板
垂直输送的方式，将船舱内的散料
提升经转接装置至臂架埋刮板机，
再经卸料口和转接装置以及门架中
心溜管和机上（或岸边）其他输送设
备运送到指定地点，继而入库或装
车、装船。

相比于进口机型，豫飞重工集
团研发的粮食连续卸船机不仅每台
可节省1500万元购机成本，而且功
能更全，设计和制造工艺大幅提高，
关键部位的使用寿命延长两倍，配
套设备也实现了国产化。③4

我国首台粮食连续卸船机在新乡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