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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农民对
‘东方红’拖拉机情有独钟。他们原来
用的机器老旧、效率低，自从开上了

‘东方红’，直夸我们的机器省油，有劲
儿！”5月 10日，中国一拖国际经济贸
易公司总经理助理单春雨对记者介绍
说。在2008年，单春雨曾以一拖国际
经济贸易公司独联体五部经理的身份
被派驻吉尔吉斯斯坦，负责业务开发、
项目推进和售后服务工作。

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位于中亚的
内陆国家，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
之地。农牧业一直是吉尔吉斯斯坦的
支柱产业，但由于其工业基础薄弱，农
机产品主要依靠进口。2006年，中国
对吉尔吉斯斯坦推出农机援助项目，
中国一拖一举中标，“东方红”拖拉机
经由国家援助项目首次打入该国，打
破了吉尔吉斯斯坦几乎没有中国造拖
拉机的局面。近年来，中国一拖已陆
续向该国出口拖拉机2000多台，在当
地拖拉机使用量中占有较大比重。

为了更好地服务当地，中国一拖
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及奥
什市专门设立了售后服务中心，建立
了零部件仓库。“在仓库内，‘东方红’拖
拉机相关配件一应俱全，小到拖拉机

上的螺丝都有。”单春雨介绍说。
作为我国最早、最大也是综合实

力最强的拖拉机制造企业，中国一拖
早在 2008年就在全球 100多个国家
建立了营销网络，完成了销售的全球
布局。近年来，为加快国际化步伐、努
力成为全球卓越的农业装备供应商，
中国一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

除了在吉尔吉斯斯坦成立海外公

司，提供售后服务及培训外，目前在
“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东欧、东南亚
等农业国，中国一拖根据每个国家的
国情采取了不同的“走出去”对策：在
塔吉克斯坦，向在该国建设大型农场
的河南省黄泛区实业公司提供“农机
全套解决方案”；在乌兹别克斯坦，和
中国保利集团合作开拓当地市场。

2011年 3月，中国一拖成功收购
法国国际知名的动力换挡传动系制造

商，并在当地设立了一拖（法国）农业
装备有限公司进行运营管理，迈出了
主导产品技术升级和向高端转型的重
要一步。这也是中国农机企业海外并
购的第一例。目前，法国公司已成为
中国一拖高端大马力轮拖的核心技术
支持，是中国一拖面向欧洲市场的重
要生产和研发基地。

统计显示，2016年中国一拖集团
出口“东方红”系列大中型拖拉机超过
2000台，在中国农机行业大马力拖拉
机出口中排名第一。

与此同时，中国一拖近日还与中
铁快运公司共同签约，将联手打造洛
阳首个陆港多式联运物流中心，第一
期班列预计今年6月底前开通。届时，
包括“东方红”在内的“洛阳制造”，在洛
阳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
行”，直达国际市场。一拖国际经济贸
易公司总经理柳建国介绍说：“凭借‘东
方红’系列拖拉机在质量、价格和服务
上的优势，以及开拓不同市场的差异
化策略，相信中国一拖拖拉机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销量会更大。”

“我们计划经过 5 到 10 年的努
力，实现从区域性企业向全球性企业
转变、从做产品向做品牌转变、从国际
贸易向国际化经营转变，成为卓越的
全球农业装备供应商。”中国一拖董事
长赵剡水信心满满地说。②9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记者5月
10 日从有关部门获悉，近日，我国
2017年小麦稻谷和油菜籽收购价格
出台，这预示着夏粮收储工作即将拉
开序幕，省气象部门和中储粮河南分
公司开始就我省小麦生长情况开展调
查。如无气象灾害，今年我省小麦丰
收增产几成定局。

小麦最低收购价每斤1.18元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
局、财政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联合发
布了《关于做好2017年小麦稻谷和油
菜籽收购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今年粮食收购价格分别为：小麦
每斤 1.18元，早籼稻每斤 1.3元，中晚
籼稻每斤 1.36元，粳稻每斤 1.5元，以
上收购价对应的质量等级为三级。

《通知》指出，国家鼓励多元市场
主体积极参与粮食收购，引导各地通
过订单收购、加工收购等措施，进一步
活跃市场、促进流通；重点鼓励粮食企
业与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等新型经营主体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关系，探索建立集订单生产、烘干清理、
收储加工、质量检测、营销促销和信息
服务于一体的粮食产后服务网络。

小麦整体长势良好

随着气温回升，我省冬小麦陆续

进入抽穗扬花期，省气象部门和中储
粮河南分公司开始调查掌握我省小麦
的第一手资料。

汤阴气象局农技人员李青吉告诉
记者，近期，他们先后到菜园镇、伏道
镇、古贤乡测量不同地段的土壤墒情、
监测小麦苗情、密度、察看病虫害等情
况。如果后期天气正常，今年小麦丰
收增产几成定局。

近期中储粮南阳直属库对辖区方
城、社旗、唐河等县区开展实地调查了
解。该库主任赵爱敏介绍，目前，南阳
小麦正处灌浆期，整体长势良好。

条锈病需要这样“治”

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中心副主
任雷振生介绍，目前，条锈病在豫南多
发，郑州、三门峡、洛阳陆续查到发病
中心或零星病叶，发生范围逼近黄河
流域。实现今年夏季粮食生产的新目
标，当务之急就是要抓好小麦穗期病
虫防治，尤其是小麦条锈病的防治。

省农业气象服务中心建议，当上
部叶片有病症且病情指数达25%左右
时，要及时亩用20%三唑酮水剂45～
50克加水16公斤进行叶面喷施1～2
次，中间间隔7～10天；麦田同时有上
述多种病害混合发生时，可将三唑酮
与多菌灵混配施用，能增强防病治病
效果。其各用药量同上，亩用水量
16～20公斤。③4

本报讯（记者 谭勇）记者 5月 11
日获悉，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已下发
通知，在全省开展成品油油库安全生产
互查，彻底查改隐患，确保油库安全。

成品油罐区安全事关重大，关注度
高，影响面广，一旦失控后果严重。开
展成品油油库安全互查，旨在督促企业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彻底排查治理
安全隐患，遏制较大以上事故发生。

全省共成立8个互查组，分别由中
石化河南省公司和中石油河南省公司带
队进行互查。本次互查将坚持把安全风

险管控挺在隐患前面，把隐患排查治理
挺在事故前面，切实做到“铁规定、钢执
行、全覆盖、真落实、见实效”。检查范围
内的成品油油库检查率要达到100%。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对互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
能立即整改的责令立即整改；不能立
即整改的，下达执法文书，督促企业按
照要求进行整改。同时，对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的单位和地区通报批评，
并把存在问题较多的企业列为今后一
个时期重点安全监管单位。③3

本报讯（记者 卢松）康复服务是
残疾人的基本民生需求，5月11日，记
者从省残联了解到，我省将加快实施
精准康复服务行动，进一步改善残疾
人康复服务状况，“十三五”期间实现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率达 80%以上，
为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创造更好
的环境和条件。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工
作，“十二五”期间通过实施一批重点
康复工程和救助项目，使 200多万人
次残疾人得到不同程度康复服务；将
0～6岁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纳入
各级党委、政府民生工程，累计有 5.4
万名残疾儿童得到康复；为残疾人提
供辅助器具53万余件。

去年以来，全省各地以实施精准
康复服务行动为契机，持续组织开展

各类残疾人康复服务，全省完成基本
辅助器具适配 34880例，48.9 万残疾
人接受康复服务。但有调查显示，目
前全省得到基本康复服务的残疾人仅
占全部残疾人的44.1%。

省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三
五”期间我省将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康
复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
完善定点康复服务机构标准、基本康
复服务规范等，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
的顺利推进提供有力保障。

同时，持续推动康复辅助器具产
业发展，不断提高辅助器具适配水平
和能力，确保“十三五”期间基本辅助
器具适配率达 80%以上。此外，我省
将把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作为精准康
复服务重点对象，优先提供基本康复
服务。③6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 5 月 11
日，在全国第九个“防灾减灾日”来
临之际，省政府新闻办在郑州召开
新闻发布会。会议介绍，我省防震
减灾领域 5大类 21个重点项目进展
顺利，其中新建成并已投入监测的
台站 56 个，目前全省地震监测台站
达到 95个。

在发布会上，省地震局副局长李
文利介绍了我省“十二五”防震减灾重
点项目完成情况。“十二五”期间，全省
共落实防震减灾项目资金3.25亿元，
实施了地震监测台网、城市地震安全
基础工程、震害防御服务系统、应急救
援服务系统、宣传教育服务系统等 5
大类21个重点项目。

地震台网建设成效显著。“十二
五”期间，我省实施了“一县一台”“一
市一中心”项目建设，新建成并已投入
地震监测的台站56个，全省台站达到
95个；加强小浪底水库、南水北调渠
首区等专用台网管理，两个专用地震
台网数据成功接入河南地震台网中
心；与省国土系统实现观测数据共享，
全面提升了地震监测服务防震减灾的
能力。全省地震监测能力达到2.0级，
3-5分钟内完成地震速报，震中定位
精度5-10千米，为地震应急处置和抗
震救灾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撑。

地震构造探查项目顺利推进。完
成了郑州、南阳、安阳、焦作、新乡等市
的城市活断层探测任务，洛阳、濮阳、

驻马店、三门峡等市项目在建，开封、
商丘、鹤壁等市项目获政府批准立项；
通过查明地下地震活断层的分布及其
活动性，为城市建设规划、国土利用、
城乡建设和重大工程选址等，提供了
科学依据。

应急项目建设成果丰硕。在全省
建成9个Ⅰ类和8个Ⅱ类地震避险避
难场所，具有应急指挥、紧急疏散安
置、临时生活的各种设施。完成了河
南省地震应急指挥技术系统的升级改
造，完善了地震灾情快速评估与辅助
决策等技术系统，确保震后15分钟内
完成灾情预评估。在 12个省辖市建
设了地震应急指挥技术系统，实现了
省市互通互联；完成了地震现场移动

指挥平台的建设并投入了使用，成为
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地震应急“机动
部队”。

会议介绍，根据《河南省“十三五”
防震减灾规划》，到2020年,我省各地
将基本具备综合抗御6.0级左右、相当
于各地地震基本烈度地震的能力,防
震减灾总体能力将达到中部省份领先
水平。

“十三五”期间，我省将着重提升
地震速报预警与地震监测预报能力、
城乡抗震设防能力和地震应急救援能
力，推进防震减灾法律制度体系建设
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强化信息化支
撑水平，为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
供地震安全服务和保障。②9

今年小麦收购价格确定

我省开展成品油油库安全互查

我省加快实施精准康复服务行动

我省防震减灾重点项目进展顺利
全省地震监测台站达95个

让“东方红”闪耀“一带一路”

闯丝路的豫企故事

5月9日，嵩山脚下一群上足球课的“少林
小子”，他们带球过人，门前扑球，辗转腾挪。

2015年11月10日，河南省青少年少林
足球训练基地落户登封市少林塔沟武校，因
武术而闻名在外的塔沟武校走上“武术+足
球”的实践之路。

为进一步发展少林足球，该校与3名西
班牙籍教练组成的外教团队签约。由他们
全面负责训练、赛事、人才培养及梯队建
设。现代足球与传统功夫有望深度融合，迸
发出新活力。⑨6 高山岳 冯威锋 摄

“少林小子”的足球梦

吉尔吉斯斯坦小伙伊来玛对“东方红”拖拉机的性能赞不绝口。⑨6本报资料图片

●小麦每斤 1.18元

●早籼稻每斤 1.3元

●中晚籼稻每斤 1.36元

●粳稻每斤 1.5元

以上收购价对应的
质量等级为三级

今年粮食收购价格分别为：

图① 腾空踢球

图② 西班牙教练在指导学员

图③ 倒立夹球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5月 10日，
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全省三级法院执
行工作视频会议，决定即日起至7月31
日，开展“夏季雷霆”专项活动,重点筛
查一批有财产但长期无法执结的“钉子
案”。为此，省高院要求各执行局将分
管信访副局长和执行庭庭长的电话向
社会公布，中级法院、基层法院的院长、
执行局长、执行庭长都必须包案到人。

今年1至4月份，全省拒执罪结案
5549件，判刑人数1050人，占去年全
年的 85.7%,在一定程度上对老赖形
成了有力震慑。会议透露，本次行动
将紧盯涉党政机关执行积案、涉党政
机关公职老赖案件、涉名人名企等特
殊主体案件。

省高院决定，今后，将每周三作为
执行庭、局长信访接待日，全省法院执

行局分管信访副局长和执行庭庭长电
话要向全社会公布。凡是省高院督办
交办的案件，一律由各中院执行局局
长或基层法院院长包案，并限期两个月
办理完毕。行动期间，每月对打击拒执
犯罪、网络司法拍卖、执行信访、执行宣
传、实际执结率等进行通报，并通过督
导案件、巡回抽查等方式加强监督指
导，对组织不力、工作敷衍造成不良影
响的，建议纪检监察部门严肃查处。

省高院强调，各级法院要开展丰
富多样的宣传活动，既宣传大力支持、
协助人民法院执行的正面典型，也曝
光逃避执行、抗拒执行的负面典型，积
极引导社会舆论。行动结束时全省将
评选出打击拒执十大典型公诉案例、
十大典型自诉案例，并对表现突出的
干警进行表彰奖励。③7

全省法院启动“夏季雷霆”执行攻坚行动

局长公布电话 院长包案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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