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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进行时三夏进行时

4688万亩 全省麦收过半

许甘露在全省铁路护路联防工作会议上强调

从严从实从细落实措施
确保铁路运行安全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6月 2日，
全省铁路护路联防工作会议在郑州
召开。会议总结了2016年铁路护路
联防工作，对 2017年的工作进行了
部署，表彰了 2016年度全省铁路护
路联防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省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综治委铁路
护路联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许甘露
出席会议并讲话。

许甘露指出，省委、省政府历来
高度重视全省铁路运输安全，全省
铁路护路联防工作在健全联防联控
机制、夯实安全管理基础、化解矛盾
纠纷、确保铁路运行安全等方面成
效明显，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和社
会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今年，各
级有关部门要以党的十九大安保为
主线，以防控风险为核心，坚持专项

治理与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
理、源头治理相结合，以“五推进五
提升”为目标，从严从实从细抓好铁
路护路联防工作，不断提高预测预
警预防能力。

许甘露强调，各级有关部门要进
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深入排查安全隐
患，推进沿线安全治安突出问题整
治，推进治安防控体系立体化建设，
落实护路联防责任制。年内，要将铁
路护路联防工作纳入本地区综治工
作考评，大力推动落实各项安全监管
措施，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创造稳
定的铁路运行安全环境。

郑州、洛阳、漯河在会上作了典
型发言。省综治委铁路护路联防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了主会场会议。③5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6月 2日，
副省长徐济超在郑州会见了白俄罗
斯驻华大使鲁德·基里尔·瓦连其诺
维奇一行。

徐济超在会见时说，白俄罗斯科
学技术发达，河南正实施一系列国家
战略，打造中西部科技创新高地，非
常需要先进技术支撑。双方都处于
高速发展期，会有很多合作机会，希
望加强交流合作。

鲁德·基里尔·瓦连其诺维奇表
示，白俄罗斯与河南友好往来不断，
在中国和白俄罗斯共同打造的中白
工业园，来自郑州、洛阳的部分企业

很快就要入驻，相信今后有更多河南
企业前往发展。

据了解，中白工业园在白俄罗斯
首都明斯克以东 25公里处，规划面
积91.5平方公里，是白俄罗斯招商引
资的最大项目，也是中白间最大的经
济技术合作项目。

会见中，双方商定将在中欧班列
（郑州）、旅游、教育等领域开展合作。

瓦连其诺维奇一行在豫期间，将
考察多尔克司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鑫融基金控股份有限公司和
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等
企业。③6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6月 2日，
省政府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我省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十三五”
规划、地质灾害防治“十三五”规划。
副省长徐光参加会议并讲话。

会议认为，两个规划明确了我省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
要任务，符合我省实际，切实可行，同
意以省国土资源厅名义印发实施。

徐光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将
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的战略高度。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认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重要性。我省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成效显著，地质灾
害综合防范能力持续提升，要肯定以
往成绩，持续强化全省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责任。要
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资金投入，创新
治理机制，推进两个规划实施，开创
我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新局面。

“十二五”期间，我省实施一批重
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中央、省
财政投入资金20.6亿元，完成治理面
积 7116 公顷，恢复耕地 2552 公顷、
林地 2817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 924
公顷。③3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6月 2日，
记者从漯河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七次
代表大会上获悉，截至2016年年底，
该市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市场主体超
过 7.8 万家，非公有制企业超过 1万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近 700家，实
现年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接近
75%，提供就业岗位占比超过 87%。
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梁静出
席会议。

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漯河市工商联
近年来持续打造“百企招百商”“百企
帮百村”“民企带创业促就业”和“民

企助才”工作品牌。过去5年，仅“百
企帮百村”就带动230家民营企业与
223 个行政村结对，落实帮扶项目
169个，到位资金3.9亿元。

梁静在会上表示，漯河市工商联
要踊跃为漯河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
作建言献策，并积极投入省工商联提
出的“百千万工程”，引导民营企业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千企
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积极安置就
业，加强“五好”县级工商联和“四好”
商会建设，在帮助地方政府管理和服
务非公有制经济方面发挥更大作
用。③3

本报讯（记者 王映）记者 6月 2
日从濮阳市农机部门获悉，为确保实
现夏粮丰产丰收、秋季作物适时播
种，濮阳市将组织联合收割机1万余
台、播种机1.5万台、拖拉机和其他机
械共16万台（套）投入生产。

近一段时间，濮阳市采取多种
形式开展农机技术下乡活动，帮助
农机手检修联合收割机 6000余台、
大中型拖拉机 5000余台、小型拖拉
机 3万余台，培训农机驾驶员、操作
人员 8000 余人。该市农机部门对
军、烈、孤、寡、病、弱、残、外出务工
等特殊家庭进行调查摸底，制订相
关帮扶方案，切实解除困难家庭的
后顾之忧。

据统计，濮阳现有小麦联合收割

机近 8000台。今年该市与河北、山
东、山西、安徽、湖北等省的 33个县
（市）签订意向性引机协议，协议引进
联合收割机2500余台。该市农机部
门在主要路口建设跨区机收服务站，
为外来机手指引路线、安排作业、提
供信息、安排食宿、协调解决其他问
题；协调 145 个农机售后和维修网
点，备足农机货源、易损零配件；协调
106个加油站，贮备农机用油 2.2 万
吨。同时，该市充分利用全国农机直
通车平台、全省免费短信平台、濮阳
市农机化信息网等信息平台，汇总发
布作业信息、车辆信息、服务网点信
息、气象信息等各类信息，实现农机
手与农户的消息互通，提高农机作业
效率。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张
增峰）“今年三夏麦场防火工作可轻
松多了！这蓝天卫士监控系统可真
是名副其实的‘千里眼’，装上它三夏
防火真的不作难啦！”6月 1日，民权
县庄子镇干部李政达乐呵呵地说。

今夏，该县农业部门与通信公司
合作，依托移动平台推出了“蓝天卫
士”平台，将 360度旋转的高清观测
摄像头安装于基站发射塔顶端，全天
候、全角度地监控周围2至 3公里范
围内的麦田，观测抢收抢种、机械调
度、秸秆禁烧等情况，实现了县、乡两
级资源共享的农田无缝隙、全覆盖监
控，通过高科技手段让秸秆禁烧工作

更便捷、更有效。
目前，该县已经完成160个高清摄

像头的点位安装，为三夏生产提供了强
有力的技术支撑。同时，该县农业部门
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进行电脑操作，查
看全县麦收、秸秆禁烧情况，操作中
每个高清视频监控视角不但可 360
度旋转，而且视频中景物可清晰放
大，全县麦收现场实景一览无遗。

“蓝天卫士系统不仅大大减少了
原先人工巡查的工作强度，还具备录
像功能，方便视频取证，在社会治安
防范、重点区域(学校、医院)监控、私
搭乱建整治等领域也将发挥重要作
用。”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③5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趁着晴好
天气，我省小麦成熟地区掀起抢收高
潮，全省麦收已过半。6月 2日，记者
从省农机局获悉，截至当日17时，全省
已收获小麦4688万亩，占小麦种植面
积 8200万亩的 57.17%。其中，机收
面积4635万亩，机收率98.87%，日投
入联合收割机12.5万台。

其中，南阳、信阳、邓州、新蔡、固
始麦收基本结束，平顶山麦收过九成，
驻马店麦收过八成，许昌麦收过七成，
郑州、洛阳、漯河麦收均过六成，开封
麦收过半，周口麦收过四成。豫北新
乡、焦作、鹤壁等地开始小规模收割。

夏播方面，省农业厅提供的数据显
示，截至6月2日，全省夏播面积累计
3599万亩，日进度608万亩。其中，粮
食作物已播2078万亩（含玉米1577万
亩、水稻 351 万亩），占预计面积的
33.5%；花生已播899万亩；蔬菜已播
348万亩。信阳、驻马店、固始、新蔡夏
播过七成，南阳过六成，邓州过半，郑
州、洛阳、平顶山、汝州过四成，开封、鹤
壁、濮阳、巩义、长垣过三成。

正值麦收之际，6月 2日，省气象
台发布提醒，4日至5日我省将有一次
大范围降水过程，并伴有雷暴大风等
强对流天气。对小麦成熟地区来说，
大风、暴雨容易造成小麦大面积倒伏，
影响机收质量和进度。建议小麦已成
熟地区，要抓住雨前有利时机抢收抢
晒，确保颗粒归仓。③5

河南企业将入驻中白工业园

我省通过两个地质环境规划

漯河市非公企业
提供就业岗位占比超87%

民权：“千里眼”助力三夏

濮阳：万余收割机迎战三夏

6月2日，农民驾驶收割机在温县番田镇大吴村田间收割小麦。近日，该县40万亩优质小麦陆续成熟，田间麦香
四溢，遍地金黄。⑨6 徐宏星 周双林 摄

6月 2日，中国石化扶沟石油分公司青年志愿者向困难户送上爱心油。
三夏期间，该公司组织党员、团员组成青年志愿者开展三夏帮扶行动。⑨6

张力友 吴旭 摄

5月 31日，在方城县清河镇侯岗村，一台麦秸打捆机正在作业。三夏期
间，该镇组织农机将秸秆整理打包，养殖场上门收购，实现了秸秆利用与环境
保护的“双丰收”。⑨6 董振万 王建青 摄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杨之甜

阳光明媚，天空蔚蓝，美丽的古都
安阳敞开胸怀迎接四方来客。

5月 27日至 30日，作为安阳第九
届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的重要组成部
分，2017安阳文化旅游产业精品展在
安阳国际会展中心揭开“面纱”，展现
了古都安阳厚重的文化底蕴，上万件
展品令古都人民过了一把“文化瘾”。

非遗精品，汇聚安阳智慧

用钳子夹住大米粒，用小刀在上
面雕刻，以笔着色，五六分钟的时间就
雕出了安阳地标性建筑文峰塔，塔的
层次清晰可见。展会上，安阳民间艺
人闫交生亮出自己的米雕“绝活”，引

得观众拍手称奇。
“米雕最早起源于秦朝，古人只用

来刻字，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升华，可
以把人像雕在一粒米上。”闫交生说。

在非遗民俗精品展区，葫芦烙画、麦
秆画、内黄池家年画、张氏鸟书、泥塑、安
绣、虎头鞋等文化产品，具有鲜明的地方
特色，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欣赏，如果有
兴趣，还可以直接向老师们“求艺”。

这些精雕细琢、巧夺天工的精美
手工艺品，是安阳文明史的朴实画册，
也是古都民俗文化的最美呈现。

文创产品，尽显殷商底蕴

提起安阳，就不得不提文字。由中
国文字博物馆带来的文创产品，成为本届
安阳文化旅游产业精品展的一大亮点。

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文创产品展台，
十二生肖甲骨文雕版印刷、手绘T恤、
笔记本等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引来众
多参观者围观。这里不仅有观众体验
的DIY项目和独具安阳特色的文创旅
游纪念产品，还展出了中国文字博物馆
文字文化创意设计大赛的获奖作品。

艺术家和文化创客们用他们独特
的审美视角和对文字的另类感知，让
参观者充分感受到古文字的新魅力。

摄影作品，展示古都美景

“没想到摄影师把太行山拍得如
此美丽，我为安阳骄傲！”在旅游摄影
精品展现场，观众对着一幅幅摄影作
品发出由衷赞美。

为宣传推介美丽安阳，此次文化

旅游产业精品展专门设置了题为
“‘缘’来安阳如此美丽”的摄影展。
展区的主题墙采用“旅”字的变化，用
活字印刷的表现形式进行雕饰，突出
了安阳的文化特点。展区中三个魔
方的造型，展出的是以“人文”为主的
安阳风貌，点缀有安阳古城老照片以
及用沙画、国画手法表现的地标性建
筑和麦秆工艺品四季花鸟“腕表”
等。东侧屏风、北侧展示墙以及主题
墙背后展出的摄影家作品，则以安阳
山水为主。

文化旅游产业精品展开展期间，绚
烂多彩的殷商文化吸引了大量游客。

“没想到安阳能有这么多的文化
资源，我真为自己是一名安阳人而感
到骄傲。”游客张先生看完展览后不禁
感慨。③6

创新创意展示古都文化底蕴
——2017安阳文化旅游产业精品展侧记

5月31日，工人们在光山县北向店乡代湾村光伏扶贫电站建设现场施工。
今年，该县在106个贫困村实施光伏扶贫工程，利用荒山、荒坡、滩地、闲置建设
土地等建设村级小型光伏扶贫发电站项目。项目总装机容量31.8MW，总投
资约2.42亿元。⑨6 梅曙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