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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进行时三夏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通讯员
董艳菊）三夏时节，秸秆焚烧问题让
一些地区头疼不已。而在许昌，秸
秆却变废为宝，实现了能源化、原料
化、饲料化、基料化等多方式综合利
用。

5月31日下午，记者在许昌市夏
季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现场演示会
上看到，建安区陈曹乡柏杨村的麦地
里，参加演示的 30台（套）现代化农
机正在紧张作业。前边的收割机把
金黄的麦穗收入囊中，后面的打捆机
将秸秆压实捆紧。十几分钟的光景，
几亩小麦收割完毕，麦田里只剩下一

捆捆结实的秸秆。
打好捆的秸秆，要送往哪里呢？

在麦田边上，来自许昌亚丹生态家居
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早早就等在那
里。据介绍，该公司年产 15万立方
米秸秆生态板及70万套环保成品家
具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消耗
18万吨农作物秸秆。在当天的演示
现场，像这样的秸秆回收综合利用企
业还有五六家。

据了解，许昌市每年产出小麦秸
秆82万吨，95%以上经过粉碎还田，
但不能完全实现秸秆的资源化利用，
还时常出现秸秆露天焚烧现象。为

此，许昌市今年大力推广秸秆综合利
用新机具，变过去的秸秆还田为秸秆
打捆离田，积极拓展秸秆能源化、原
料化、饲料化、基料化等多种利用方
式，促进秸秆资源有效利用、农业增
产增收、生态环境改善。

为解决秸秆存放场地问题，许昌
市要求每个乡镇都要建立秸秆收储
基地。除了落实国家相关补贴政策
以外，许昌市还协调金融部门授信
2000万元，为农机合作社购置秸秆
打捆机提供贷款，对农机合作社购置
秸秆打捆机等秸秆综合利用机械，做
到敞开补贴、应补尽补。

为解决秸秆供需双方信息不
畅的问题，许昌市农机部门今年专
门成立了秸秆产业化联盟，把收集
秸秆的农机合作社、提供装备的农
机生产企业、需要秸秆的相关企业
组织起来，建立起秸秆收储运销体
系，提供收储、运输、销售一条龙服
务，把秸秆出路真正打通，使政府、
企业、合作社、农民都能够从中受
益。

目前，许昌市共有200多台秸秆
打捆机投入到夏收生产中，通过示范
带动，力争今年三夏实现秸秆打捆收
储2万亩以上。③5

□本报记者 李运海

6月 1日下午4点，淮滨县艳阳高
照，气温高达35摄氏度。在该县新里
镇孟庄村的一块麦田里，两台收割机
正在轰鸣着收割小麦。

种粮大户蔡金星热得满头大汗，
他说：“今年的弱筋小麦长势好，产量
比去年高，亩产能达到1100斤。下午
收割，气温高，水分低，不用晒，种子公
司直接就拉走了。”

蔡金星2012年开始种弱筋小麦。
他说：“第一次见到弱筋小麦时，看到它
颜色红红的，像普通小麦坏了一样，心
里也没有底，所以只试种了200亩。”

出乎大家的意料，弱筋小麦不仅
长得好，产量高，收购价格也比普通小
麦高。结果，第二年再种麦时，蔡金星
以每亩 500元的价格流转土地 1000

亩，全部种成弱筋小麦。在他的辐射
带动下，附近农户共种植弱筋小麦
7000亩。

据了解，弱筋小麦在国外只有美
国、澳大利亚局部适合规模种植，我国
仅在豫、皖、苏三省沿淮河以南地区适
合规模种植。淮滨县因为得天独厚的
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弱筋小麦成为当
地的主导产业之一。

这不，因为蔡金星种的是种子田，
种子公司直接到地头收购，每斤地头
收购价是 1.2 元。蔡金星说：“目前，
普通小麦的地头收购价是每斤 1.03
元，我种的弱筋小麦比普通小麦的收
购价高了一毛七。”

种1000亩弱筋小麦比种普通小麦
多挣了10多万元，蔡金星说：“今冬还
要种更多的弱筋小麦，带动更多的农户
种植，让大家都能实现土里掘金。”②9

许昌让秸秆变废为宝

□本报记者 赵力文

初夏的商丘，碧空如洗，微风习
习。清晨，洒水车伴着音乐声穿行在
各条主干道，不仅路面更清洁了，连路
边停放的车辆也整齐有序起来。漫步
在商丘的大街小巷，你会发现很多变
化，让商丘这座城市变得更美好。

2016年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
在河南督察时曾指出：商丘市环境保
护工作滞后，水体恶臭，垃圾遍地，大
气环境质量急剧恶化。为持续改善商
丘市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商丘市委市
政府以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为契机，一
场轰轰烈烈的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就
此开始。

一年过去了，商丘市大气环境质
量明显改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截至 5月 25日，商丘市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 77天，较去年同期增加 29天；
PM10平均浓度 139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 31 微克/立方米；PM2.5 平均

浓度 7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7微
克/立方米，综合指数居全省前列，商
丘市由全省排名垫底的“落后生”一跃
成为“优等生”。

一组组数据变化的背后，是商丘
市为环境治理付出的努力。

为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商
丘市委、市政府以“壮士断腕、背水一
战”的决心和勇气，带领全市广大干群
开展全域治理、全面防控、精准施策，
围绕“控尘”“控煤”“控排”“控车”“控
油”“控烧”狠抓治污。

——以道路扬尘为重点，突出抓
好扬尘治理。提高机械化清扫率，市
区两级财政投入6000万元，购置各类

环卫清扫保洁设备 1200多台。严格
拆迁作业管理，建立以天气、风向、污
染指数为导向的会商机制。强化渣土
运输管理，提出了“无尘运输”的目
标。完善了监控机制和三单督办制，
依照环保、规划、国土以及工商、税务
管理等法律法规，开展联合执法。

——以工业排放为重点，突出抓
好废气治理。集中开展小散乱污企业
专项整治，实行排查结果和整治结果
县（区）主要领导签字备案备查制，排
查小散乱污企业 1082家。抓好大型
涉气工业企业治理，对15家挥发性有
机物企业实行停产治理。扎实开展黑
加油站治理，组织公安、商务等部门联

合执法，综合运用“查、打、关、治、罚”
等措施，累计清理898家黑加油站点。

——以“两头治理、双替代”为重
点，全面做好控煤工作。狠抓销售源
头治理和需求终端治理，先后取缔燃
煤经营点、劣质散煤销售点 5000 余
户，在全市设置35个优质型煤加工厂，
对中心城区 5300余家燃煤经营性商
户，全部完成了“煤改气、煤改电”。

——以远程分流为重点，抓好道
路运输和尾气污染治理。在市区外围
设置26个过境大货车分流点，新购置
纯电动公交车近1000辆。

全省第一的机械化清扫率、自主
研发的新型环保渣土车、全省第一个
实现主城区公交电动化的城市……这
些背后，凝聚着商丘大气治理的决心
和担当。

如今，在人们的共同努力下，商丘
市天更蓝、水更清。在不断改善环境
质量的道路上，商丘信心坚定，步伐铿
锵。③4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

从倒数到名列前茅

商丘市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弱筋小麦更多金

本报讯（记者 栾姗）6月 1日上
午，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与河
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郑州签署战
略合作和设立河南中金汇融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协议。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翁杰明会见中金公司首席执行
官毕明建并出席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中金公司与河南投资
集团将在基金业务、投行业务、投资
业务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并共同设
立河南中金汇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对河南省战
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进行市场化募
集和专业化管理。河南省战略新兴
产业投资基金将重点投向我省高端
装备及智能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
物医药产业、现代服务业、节能环保
产业等领域，未来将围绕产业发展设
立一系列专项基金，放大至 1000亿
元，带动万亿元社会资本，推动我省
产业转型升级。

翁杰明在会谈时说，近年来，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良好态势，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随着“三区一
群”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河南经济
结构优化空间不断扩大，枢纽经济、
特色经济发展迅速，城镇化进程不
断加快，投资前景非常广阔。希望
中金公司以签署此次合作协议为契
机，进一步加大与我省的合作力度，
按照资本加产业的思路，充分发挥
公司专业化投资能力和市场化运作
机制的优势，助推我省战略新兴产
业加快发展。

毕明建表示，中金公司高度重视
与河南的合作，将致力于建立长期、
稳定、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拓
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实现共
同发展。

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政府金
融办和河南投资集团等有关单位负
责同志参加了会谈和签约。③5

本报讯“小小的微信号，像一只
学飞的信鸽，带着音哨划破天空，试
着给您送去一道风景……”期待着，
酝酿着，终于在 6月 1日 09时 06分
08秒，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微信公众号

“河南报业集团”在夏日的朝阳中正
式上线啦。

这一天，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
传统的河南日报，走过铅与火，迎来
光与电，拥抱数与网，在推进媒体融
合、转型攻坚的重要节点，迎来了68
岁生日。在这个意义特殊的日子，

“河南报业集团”微信公众号的创
立，是集团全体同仁奉上的一份贴
心礼物。

微信公众平台是现代企业树立
品牌形象、加强对外沟通的重要平
台，高效的推送效率和精准的用户群

也为不断拓展新的服务功能提供了
肥沃土壤。“河南报业集团”微信公众
号的创立，以集团最新权威的资讯信
息，展示传媒集团新形象；以河南报
业人的生动实践，彰显企业特色大文
化；以雄浑的河南风格，体悟历史人
文厚滋养，必将成为塑造集团品牌、
助推集团发展的新动力。

欢迎大家搜索订阅号“河南报业
集团”、“hnbyjt”，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进行关注，一起放飞希望，追逐梦想，
一起成长。③5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5 月 31
日，由河南省美术馆、华北水利水电
大学联办的“追艺逐梦——华北水利
水电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2017 届
毕业生作品展”在河南省美术馆开
幕，展览将于6月 6日闭幕。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存、省政协副主席
张广智出席开幕式。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艺术与设计
学院是一个成立仅两年的年轻学院，
勇于开拓、大胆创新，获批专业硕士
学位授权资格，与韩国启明大学开

展国际合作本科教育，师生作品多
次入选国家级、省级重要展览，并多
次获奖。

此次展览共展出作品211件，涵
盖版画、油画、国画、装置、环境设计
方案、视觉传达作品等门类。展览期
间，还将举办美术教育改革研讨会、
用人单位与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以及
高校美术教师与中小学生美术爱好
者的对话交流活动。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省美术馆首次与高校联办展
览。③5

我省联手中金公司
市场化运营新兴产业基金
翁杰明出席签约仪式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官方微信号“放飞”

省美术馆首次和高校联办展览

6月1日，小麦联合收割机在孟州市河阳街道东葛村收获小麦。为全
力夺取夏粮丰收，当地750余台小麦联合收割机和1万余台农用机具迎战
三夏，确保当地38.1万亩小麦颗粒归仓。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5月30日，正阳县黄磊家庭农场的3000亩小麦喜获丰收。为抢收小麦，该农场的农机全部出动，还请来大型打捆机一同进行田间作业。⑨6 高万宝 摄

（上接第一版）同时要高度重视城乡
低保、棚户改造、医疗保障等民生款
项的管理使用，继续开展民生领域侵
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
项治理，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三要严肃执纪，查处滥权。陈润儿
强调，严格执行制度既是坚持从严
治党的必然要求，也是规范权力运
行的重要途径。要严格做到廉政责
任到位、制度落实到位、监督检查到

位，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日常检
查和专项督查，加大对案件的查办
力度，使制度真正成为不可触犯的

“高压线”。
省领导任正晓、许甘露、王铁、

张维宁、舒庆、徐光、戴柏华出席会
议，翁杰明主持会议。

省监察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
省国资委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了发
言。③5

加快减权规范用权查处滥权
努力建设廉洁务实高效政府

5月30日，宜阳县柳泉镇英武村爱心超市热闹非凡，贫困户到这里选衣服，
领米面油等生活用品。该爱心超市里的物品全部来自全县干部职工和爱心企
业捐赠，贫困户凭定期发放的“爱心购物卡”可任意选购。⑨6 田义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