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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河南
□本报记者 高长岭

5 月 26 日，金黄的小麦铺满大
地，唐河县203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大
型收割机轰轰隆隆地开始在麦田里
忙着收割，桐寨铺镇利钊家庭农场主
人薛纪端来到麦田里查看小麦长势。

“我看还得再等两天才能收割，
前几天下了场雨，麦籽还不太干。等
麦籽干透了，直接收割入库，不用麻
烦晾晒了。”薛纪端说。

薛纪端的麦地位于桐寨铺镇赵冢
村，他3年前来此流转了700亩地，到
去年规模扩大到了1200亩。“我全部
种的是小麦，咱这附近的麦地不是一
般麦地，是县里的百亩攻关区、千亩
示范区、万亩辐射区。”薛纪端说。

薛纪端是外地人，他为何到唐河
县流转土地种粮食？

“3年前，唐河县的亲戚介绍我
到这里，一看就喜欢上这儿了。你
看，这田间主路五米宽，啥车都能开
到地里；路边还有绿化树，树下边就
是硬化好的水渠，鸭河水库的水能流
过来浇灌麦地；即便渠里没有水，地
头也有机井，这是双保险，50亩一眼

井，天旱咱也不用怕。”薛纪端说起这
地的好处滔滔不绝。

和他一样感受到高标准粮田建
设好处的种粮大户还有不少，桐河乡
祥宏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焦强就
是其中一位。

“这地没有整治前，小麦一亩地也
就是能打八九百斤，没有灾害天气的话，
一亩地能打 1200斤，高产的能达到
1400斤。”焦强说，原来合作社流转土地
2000多亩，现在高标准粮田建好后，合
作社流转土地的规模也扩大到6500亩。

他早在2009年就成立起农机专
业合作社，现在拥有成员户56个，有
大型拖拉机 65台，收割机 18台，其
他农机具300多台套，成为国家级示
范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已经把各种
农机修整一番，准备着在即将来临的
小麦收获季节大干一场。

趁麦子还没有收，焦强正忙碌着
建设有机肥厂，在他指挥下，一辆大
货车将满满的一车鹅卵石倾倒工地
上。“我们准备把附近养殖场的动物
粪便、农村废弃秸秆回收过来，加工
成有机肥，为将来发展生态农业尽一
份力。”焦强说，不但变废为宝，也解
决村里污染问题。

“2015年，土地整治项目在咱们
村新打机井73眼，群众一摁电闸，水
就到地里了。靠天吃饭的老传统彻

底打破了，粮食生产能力提高了，流
转土地的种粮大户也多起来了，现在
我们村的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就有
15家，群众想方设法搞种植、搞养殖，
2020年实现小康的劲头更足了。”桐
河乡官园村党支部书记申建峰说。

南阳盆地是我省粮食生产核心
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河县是
我省产粮大县，其中常年种植小麦
200万亩左右，小麦是县里第一大粮
食种植作物，小麦种植面积、总产量
多年来居全省首位。

“全县耕地面积245万亩，为了加
强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县里规划到
2020年建成176.1万亩高标准粮田，
其中建成万亩方64个，千亩方209个，
百亩方248个，目前已经建成160万
亩。”唐河县农业局办公室主任王军峰
说，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带动的高标
准粮田，不仅吸引了种粮大户纷纷前
来落户，也为现代农业技术推广提供
了有利条件，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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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市 多措并举创建文明城市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5月 28日，许昌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王堃为许昌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胡五岳当选为许昌市
人民政府市长。在5月27日闭幕的政协许昌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刘
保新当选为政协许昌市第七届委员会主席。③7

胡五岳当选为许昌市人民政府市长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何可）5月
27日，又到“周六全民志愿服务日”，在
巩义市的许多街道和社区，来自各行
业的志愿者们正开展义诊、免费理发、
政策咨询、岗位招聘等活动。

全民志愿服务，是巩义冲刺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巩义上下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创建为
民的理念，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先后获得国家卫生城市、国
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
国双拥模范城市、全国文明城市提名

城市等荣誉。
今年，巩义市围绕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狠抓五大提升工程：实施文明素
质提升工程，夯实崇德向善、文明有礼
的人文基础；实施城乡建设提升工程，
打造功能完善、美丽幸福的现代城市；
实施社会秩序提升工程，打造规范有
序、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实施社会事
业提升工程，创造普惠群众、方便快捷
的生活环境；实施公共服务提升工程，
营造廉洁高效、服务优良的发展生态。

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强筋骨”，

以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为契机，强
力推进道路交通、水暖电气、文化设
施、园林绿化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同步抓好社区综合文化站、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建设。“洗净脸”，持续开展
市容市貌、环境卫生、交通秩序、集贸
市场等集中整治活动，确保城乡环境
干净、整洁、有序。坚持落实好门前

“三包”等好的做法、好的经验，依法
严管，形成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

“化好妆”，加大投入，在主题广场、公
园等重点部位，（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刁良梓 通讯
员 王松林）5月 27日，位于南阳市卧
龙区潦河坡镇的富士康南阳地面光伏
电站的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目前
该项目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正在进
行收尾工作，即将并网发电，预计年发
电量 11171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
准煤35748吨。

这是卧龙区发展生态项目，让群
众共享绿色发展成果的一个缩影。卧
龙区委书记马冰说：“我们在实施蓝
天、碧水、乡村清洁三大工程的同时，
大上生态项目，发展绿色产业，努力把

卧龙区打造成为南阳新型工业的先导
区、都市农业的引领区、现代服务业的
核心区、生态和谐的宜居区，让群众共
享绿色发展成果。”

大上生态项目，注入永续动力。
该区除了光伏发电外，投资 2.3 亿元
的联瑞达太阳能灯具、投资 1.2 亿元
的科伦环保除尘设备、投资 1亿元的
通达轿车发动机缸体制造3个项目争
取年底前建成投产。投资 1.3亿元的
中辰电子线束、投资 1.2 亿元的手机
振动马达、投资 1亿元的友佳大气污
染治理净化设备、投资 1亿元的联合

光电手机镜头项目，8月底前主体就
能建成。

在大上项目的同时，卧龙区对百
姓关切的蒲山区域大气环境污染坚决
整改，对260家违规灰钙粉厂和11座
违法石灰窑进行了彻底拆除，新规划
了占地 350 亩的蒲山碳酸钙产业园
区，引导企业达标规范、合法生产。

钟情山水人文，发展旅游产业。该
区利用武侯祠独有的资源，计划分5年
投资100亿元建设卧龙岗文化旅游集聚
区项目，还将投资10亿元建设超级游乐
场“东方欢乐世界”项目。（下转第二版）

种粮大户“扎堆”高标准粮田

卧龙区 生态项目引领绿色发展

5月28日，唐河县16万亩永久性高标准粮田示范方，集中大型机械正在抢收小麦。⑨6 丰兴汉 摄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5月 28日，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今年我省特岗
教师招聘计划发布，全省计划招聘特
岗教师 15300名。其中，中央特岗教
师计划招聘9300名，我省地方特岗教
师计划招聘6000名。

中央特岗计划实施范围为我省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县、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省级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除上述地区外，申报
实施特岗计划的县（市）纳入我省地
方特岗计划。从今年起，特岗计划
岗位需求申报工作纳入河南省特岗
教师招聘管理系统。从 2018 年起，

报考我省特岗教师的应往届毕业生
均需要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条件，
这意味着特岗教师选拔门槛明年将
更高。

今年特岗教师的招聘条件为：应
聘初中教师的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
应聘体、音、美学科教师的，要求所学
专业与申请服务岗位学科一致或相
近；生源地考生、参加过“大学生志愿
服务西部计划”及“三支一扶”计划且
服务期满的志愿者、参加过半年以上
实习支教的师范院校毕业生和全日制
硕士及以上毕业研究生，同等条件下
优先招聘。③6

本报讯（记者 王映 通讯员 蒋晓
宇 冯云丽）“这里的基础设施更完备、
服务更周到，风景也越来越美了！”5月
27日，从江苏前来投资的龙都天仁生
物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夏建平，对南乐
县产业集聚区的发展赞不绝口。不久
前，该集聚区蝉联全省“十快”产业集聚
区，并成功晋升省一星级产业集聚区。

去年以来，南乐县产业集聚区强
化“国家生物基材料产业基地”“全国
食品工业名县”定位，深入实施“工业
强县，开放活县”战略，实现大招商、培
育大产业、强化大投入、保障大发展，
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

产业集聚效应凸显。围绕生物制
造、食品加工、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
业，持续实施“聚链、延链、补链、强链”
工程，建立形成全国最完整的生物基
材料产业闭合链条，打造濮阳市首个

冷冻食品闭合产业链条，装备制造产
业向精密、高端提档升级。

优化环境再添活力。开通招商引
资项目审批“绿色直通车”，设立园区国
土所、统计站，建立“一企一策”和“一事
一议”等制度机制，“一站式”服务推动
项目快速落地、快速投产。县效能办在
园区成立项目督查办，现场协调职能部
门并联解决企业手续办理等问题。

产城融合宜业宜游。累计建成
“五纵十横”55.7公里道路框架，多层
标准厂房、企业创业园、金融中心、信息
科技中心、技能训练中心、企业服务中心
及公租房等功能性配套设施健全。今
年，新完成植树造林400余亩，栽植苗木
10余万株、绿篱草坪3万余平方米，打
造“生态式廊道”“自然式庭院”“花园式
企业”三条精品绿化带，大步迈向生机无
限的“花园式”生态绿化园区。③6

我省拟招15300名特岗教师

南乐:“星级名片”助力赶超发展

图① 5月 28日，洛阳传统文化研究会的
会员们身着汉式服饰，在洛阳上阳宫与游客互
动，进行祭拜屈原吟诗朗诵、沐兰汤祈福、点朱
砂驱瘟避邪等习俗活动，重现古时端午的传统
习俗和汉服文化。⑨6 黄政伟 摄

图② 5月 28日，在正阳县大林镇敬老院
里，义工联合会的队员们与老人们一起包粽
子，迎接端午节的到来。⑨6 贺永明 摄

图③ 5月 29日,第六届中华轩辕龙舟大
赛在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湖举行。竞赛项目为
200米直道竞速，有100支参赛队参赛，参赛
人数达3000人。比赛期间，还举行了水上独
竹漂、水上飞人、传统民俗展示等一系列嘉年
华活动。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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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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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 通讯员 王
德胜）“知斯不可让兮，愿乎爱兮。”舞
台上的“屈原”面对翻腾的江水，倾诉
着压抑的感情；台下的观众屏息凝神，
很多人还流下了眼泪。5月 28日，新
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排演的大型舞台剧
《屈原》在该校闻德礼堂亮相，让现场
观众真切感受到了伟大诗人屈原的爱
国情怀。

端午前夕，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的大学生们根据郭沫若的经典剧本改
编加工、排演了大型舞台剧《屈原》。
据指导老师李雅琳介绍，这次活动从
定剧本写策划，从演员海选到排练试
演，筹备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虽然经
验不足，但每个人在排练中都非常刻
苦。”担纲主演的大学生蒋家政说，端
午节以纪念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为切入
点，目的是让我们传承爱国主义精神，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活着的端午，
浪漫的诗人’是该剧的主题。我们希
望通过自己的演绎，更好地传承传统
文化。”③7

新乡

大学生演剧迎端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