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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麦收基本结束
农机合作社成为机收主体 麦收变得越来越轻松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6 月 13
日，记者从省农机局获悉，截至当日，
除西部山区自然条件特殊、少量小麦
成熟滞后外，我省 8200万亩小麦收
获基本结束。全省共收获小麦8188
万亩，占种植面积的99.85%，其中机
收 8092万亩，机收率 98.83%。小麦
跨区机收已陆续向北方省份转移，我
省三夏生产重点转向秋作物播种。

夏播方面，截至 6月 13日，全省
累计夏播面积 8504万亩，其中粮食
作物已播5845万亩（含玉米4484万
亩、水稻 498 万亩），占预计面积的
94.3%；花生已播 1359万亩，蔬菜已
播 569万亩。商丘、周口、巩义夏播
基本结束，洛阳、平顶山、鹤壁、新乡、
焦作、三门峡、长垣过九成，开封、安
阳、漯河过八成，濮阳、许昌、济源、永
城过七成。

三夏期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各
级党委、政府周密部署，全省农业农
机部门认真组织、积极服务，广大农
民和农机手艰苦奋战，顺利完成今年

小麦收获任务。全省共有各类农业
机械406万台投入三夏生产，其中联
合收割机 18.3 万台，拖拉机 285 万
台。虽然投入机械总量与往年相当，
但显著特点是机械动力加大、作业效
率提升、科技含量增加。

“以前都是乱找车，导致收割不
及时，耽误了不少时间。今年通过手
机，足不出户就可以联系到农机手，
太方便了！”说起麦收的感受，正阳县
汝南埠镇农民黄宝柱甚是感慨。

今年，越来越多的农民像黄宝柱
一样感觉麦收变得方便轻松了。而
这正是得益于我省农机部门充分利
用“农机直通车·全国农机化信息服
务平台”和手机APP，帮助机手找活
干、帮助农民找机用。此外，奋战在
麦收现场的收割机上普遍安装了“金
匣子”，可以清楚掌握各地小麦收割
机分布情况、作业进度、供求信息、天
气交通等数据，从而构建起“收割机
指数”。以“收割机指数”为代表的我
国农业生产，走向“高精尖”，变得越
来越“智慧”。

“今年夏收进展比较顺利，主要
得益于两个有利条件。”省农机局负
责人说，随着农机合作社经营水平、
服务能力的提升，土地“托管”、订单
作业面积逐渐扩大，农机合作社成为
市场主体，作业量达到全省机收面积
的 85%左右，进一步提高了麦收效

率。此外，今年夏收期间以晴天为
主，有利于全省小麦收割。

目前，我省夏收工作基本结束，
全国夏粮收获仍在进行。我省在继
续做好夏播的同时，将组织3万台左
右的联合收割机出省作业，支援北方
省份三夏生产。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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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乐享健康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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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悦 本报通讯员 周飞

今年 86岁的姜毅老人是新安县
体育中心门球场上的常客，过门、冲
门、溜门、击球……球场上，他的每一
个动作都充满着活力。提起健身运
动，老人高兴地说：“我和老伴儿80多
岁了身体还能这么好，就是因为天天
坚持打门球。这项运动不仅能锻炼
身体，而且还能活跃老年人的思维。
从没有顶棚的土场地，到如今铺设着
草坪的门球活动中心，我们老百姓健
身锻炼的条件越来越好了。”

近年来，富裕起来的城乡居民，
对健康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越来越高，
场地健身设施在我省各级政府的城
市规划里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仅
仅新安这个50多万人的豫西小县，就
有200多块健身场所遍布城乡，这些
拥有着专业运动场地、丰富健身器械
的场所，每天的早、晚都在见证着当
地群众健身的热潮。

新安在全民健身上的大力投入，
使得体育成为该县的一张靓丽名片；
而作为太极故里的焦作，也通过“黎
明的脚步”活动名满全国。

10年前，焦作小伙儿李晓栓在网
上首次发帖，号召更多的人加入晨跑
的队伍。“你想跑步却起不来，只要发
给我短信，我就可以叫醒你，只要你
不放弃，我就永远不会放弃。”从那天
开始，每天清晨李晓栓都会执着地叫
醒每个想要晨跑的伙伴。如今，10年
过去了，这场叫醒活动，一传十十传
百地扩散到了全国数百个城市，甚至
连美国、新加坡等国家也有人成立了
跑友团。通过“黎明的脚步”，李晓栓
和伙伴们在跑步之余，传递着全民健
身、健康生活的理念。

实际上，新安和焦作在全民健身
上的成就，只是我省全面建设“健康
中原”的一个缩影。自从 2014年 10
月20日，国务院正式将全民健身上升
为国家战略，构建出全民健身、全民
参与的大格局后，按照经费保障向基
层倾斜、建设重点向基层倾斜的发展
思路，河南的群众体育就开始走上了
快车道。

对于近几年来的发展，省体育局
群体处处长赵峻心里也有着一笔账：

“5年来，河南省共投入资金15亿元，
用于行政村体育健身工程和社区多
功能公共运动场等项目的建设。目
前，全省各类体育场地达到 82668
个，每万人场地数 8.78个,人均体育

用地面积达到1.35平方米以上，全民
健身路径工程总数 4000多条，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3500万。”
赵峻表示，这些数字都比上一个五年
计划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有些指标还
达到了中部地区先进水平。其中，培
训、培养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更是达
到了19.7万余人，占我省人口比例的
1.9‰，超过了国家 1‰的标准，这些
社会体育指导员，也成为推动“健康
河南”的最大动力。

大力开展群众体育活动，让老百
姓乐享健康新生活，是河南省体育工
作三大任务之一。除了群众体育，河
南省的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在过去5
年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竞技体育方

面，河南在伦敦和里约连续两届奥运
会上都获得了金牌，在全运会上也重
新成为中西部地区的领头羊，还涌现
出了宁泽涛、朱婷等影响力极大的明
星；体育产业方面，涌现出一大批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的企业，体
育产业日益成为我省国民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①1

新安县全民健身氛围火热。⑨6 秦保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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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10日，雨天的早晨，
天亮得晚一些，但南阳市卧龙区蒲山
镇师杨庄村贫困户袁玉敏已经早早起
床，伺候因脑溢血而丧失劳动能力的
丈夫洗漱、用餐后，连忙坐下来给艾柱
贴锡纸。她高兴地说：“贴一个一分
钱，艾厂定期来收，熟练后一个月能挣
1000多元，加上农田的收入，不仅孩子
学费有了着落，脱贫也不成问题。”

袁玉敏所说的艾厂，就是蒲艾集
团。“近年来，我们依托当地丰富的艾
草资源，引导一些不景气的工厂转型
发展艾草加工，并整合当地 6家规模

较大的艾草加工厂，联合成立了蒲艾
集团。”蒲山镇镇长贺小森介绍说。

蒲艾集团在不断做大艾草加工产
业的同时，着力培训艾灸技师、开设艾
灸连锁店、建立艾产品商业中心，进军
健康养生产业。如今，蒲艾集团不仅
自身获得了发展，还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该集团通过提供就业岗位、产业
车间建到贫困户家中和流转土地等 3
种模式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吸纳贫困户到企业就业，一个月
工资2000多元；如果因照顾病人或身
体残疾离不开家，我们可以提供机器

和艾绒，把产业车间建到贫困户家中，
打个电话我们可上门收购；还有就是
农户流转土地种植艾草，一亩地保底
年收入 4000元。”该集团负责人申春
娴详细解释这3种扶贫模式。

“我们镇现有贫困群众 439 户、

1061人，除了需要政策兜底的贫困户
外，其余的贫困群众都可以通过蒲艾
集团的3种扶贫模式实现脱贫致富。”
贺小森对蒲山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美
好前景充满信心。③5 (南阳日报·融
媒平台专稿 记者 陈琰炜)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6 月 13
日，省人大常委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及我省条例执法检查组举行第一
次会议，听取有关部门情况报告，安
排部署执法检查工作。

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转化，对于
促进经济转型、提升发展质量意义重
大。此次执法检查主要内容有：政府
及有关部门在政策引导、项目支持、
平台建设、人员交流等方面采取的政
策措施情况；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
发挥主体作用情况，包括发挥企业在
财政资助科技项目实施中的作用，推
进企业与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开
展产学研合作和科技人员交流，科技
型中小型企业生存发展、实现科技成
果转化等情况；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

科技成果转化情况，包括科研资金支
持，科技成果转让、许可和作价投资，
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转化特点的职称
评定、岗位管理和考核评价制度，加
强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队伍建设
等情况；科技人员在成果转化活动中
的合法权益保障情况，包括科技成果
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科技人员获
得科技成果转化的奖励和报酬等情
况；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情况，包
括发展技术市场、发展科技中介服务
机构、建设公共研发平台、建设科技
企业孵化机构等情况；对法律法规修
改的意见建议等。

执法检查形成报告后，将提请省
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并转交省政府
和有关部门研究办理。③3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6 月 13
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发布消息，今
年年底前，全省农村乡镇政府成立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站，每个行政村设立
道路交通安全劝导站，农村地区摩托
车佩戴头盔率要达70%以上。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调查显示，
60%以上的肇事事故是发生在农村
地区道路，60%以上的肇事车辆是营
运车辆，60%以上的肇事时间是节假
日、恶劣天气和夜间。

按照省道路交通安全三年综合
整治办公室的要求，全省各县(市、区）
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工作力量，乡镇要设立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站，乡镇领导兼任交管站
站长，村两委班子成员兼任劝导站站
长。今年年底前，全省实现村村有道

路交通安全劝导站，劝导员必须全部
配备到位。

此外，各地交警部门要大力推进
农村地区路口减速行动，在主干道路
的支线路口安装减速带，在乡镇主要
街道安装信号灯和爆闪装置，力争今
年年底前全省所有乡镇主干道“路口
减速”、重要十字路口“红绿灯”全覆盖；
大力完善中央隔离设施，重点排查国
省道、城乡接合部人车混杂的双向六
车道以上的道路，对没有设置中央隔
离设施的，交警部门要督促交通运输
部门完善中央隔离设施；加大对农村
地区交通秩序的集中整治力度，严查
城际公交、城乡公交、旅游公交车辆，抽
调警力组成执法小分队，深入乡村，严
查面包车超员、违法载人、酒后驾驶、无
证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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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进农户 脱贫有出路

我省开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执法检查

今年年底前

全省每村都要设交通安全劝导站

6月13日，河南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大四学生武晨在展示她的
纸雕灯作品《意·太极》。为了宣扬太极文化，她以纸为素材，结合绘画和雕塑
艺术，设计制作了以“太极拳”为主题的纸雕灯系列作品。⑨6 赵林峰 摄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6 月 13
日，副省长徐光会见了卢森堡可持续
发展与基础设施大臣弗朗索瓦·鲍
什。

徐光对客人到访表示欢迎，并向
弗朗索瓦·鲍什对双方合作所作的贡
献表示感谢。他说，河南区位优越，
交通便利，是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
形成了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相结
合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同时，河南
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发展迅速，态势
良好。河南省政府非常重视与卢森
堡的合作项目，衷心希望双方合作更

加深入，不断取得成效。
弗朗索瓦·鲍什表示，他已经是

第五次来河南了。货运航空合作项
目离不开河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关于客运航空合作，可考虑先从飞行
签证做起，使郑州至卢森堡航线逐步
成为进入欧洲的便捷通道。中欧班
列合作项目，对于卢方也很重要，卢
森堡正在当地建设多式联运货运中
心。

据了解，弗朗索瓦·鲍什此次到
访将进一步推动河南与卢森堡在航
空及铁路运输方面的务实合作。③5

卢森堡客人来豫商谈合作

（上接第一版）在充分征求村民的意
见之后，刘江决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实现产业扶贫。经刘江多方协调
和筹措资金，一家服装加工厂、一家
电子加工厂落户马白邱村。同时，利
用村里荒地，自筹资金建立了第一个
村集体经济——汽贸市场。

“我们坚持‘授之以鱼，不如授之
以渔’，重点放在精准扶贫上，把村里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吸纳到企业上班，
每月收入 1800 元至 3000 元不等。
如今，有了实在的脱贫产业，基本实
现了让贫困户稳定脱贫不返贫的目
标。”刘江告诉记者，今年 7月份，还

将有两家企业投入运营，计划提供就
业岗位700个，届时将形成以马白邱
村为中心，辐射周边村庄的扶贫就业
基地。

2016年 11月底，经过严格细致
地核查和第三方评估，马白邱村贫
困户20户 90人实现了完全脱贫，刘
江荣立个人三等功。“驻村工作关键
是要真正融入群众，遇到事关群众
切身利益的问题，不能绕着走。”刘
江说，“粉墙黛瓦别样美，今年力争
把马白邱村建设成美丽乡村，不仅
让村民生活富裕，居住的环境也要
优美。”③3

博士后刘江
成了村民脱贫致富贴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