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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个

截至 8月底，我省纳入整
治清单的 297 个县级以
上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区环境问题已完
成整治120个

●● ●● ●●

在距离河南 2000 多公里

的新疆哈密市，在天山南北的

广袤大地上，如今到处都在传

颂河南援疆医务工作者的事

迹：在当地收下 4名徒弟的骨

科“神医”赵明宇，荣获首届“中

国医师奖”的马启敏，当选“最

美新疆人”的河南中医教授刘

锁超，两度援疆的濮阳医师高

湘玲……

□本报记者 李英华 陈慧 归欣

9 月 26日，西峡县五里桥镇黄狮村熙
熙攘攘，分外热闹。鸭蛋大小、毛茸茸的
猕猴桃挂满枝头，前来采摘的游客、购买
的商贩和当地的果农混杂在一起，谈笑声
不时响起。

“今年的天有点旱，果子结得有点小，
但是正因为如此，猕猴桃糖分高，口感特别
好。”60岁的杨国朝是村里最早种猕猴桃的
农民之一，“现在红心果已经卖完了，每斤8
元，接下来的黄心果每斤能卖4元、绿心果
能卖 2.5 元，一株猕猴桃的果子最高能卖
1000元，是俺们名副其实的‘摇钱树’。”

这里是该镇 1.5万多亩生态猕猴桃的
核心区域。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
条件，西峡县有 40万亩的野生猕猴桃，不
管是红心、黄心还是绿心品种，都能自然
结果，被称为猕猴桃之乡。从 2005 年开
始，当地政府大力扶持发展特色种植，平
均每亩地政府补贴千把块钱。

猕猴桃亩均效益突破1万元，“一亩园
十亩田”成为共识，很快，黄狮村 3390 亩
地，除了菜园子，全都种上了猕猴桃。但
是，这颗玲珑小巧的果实，在发展的过程

中也走过弯路。
曾经有几年，为了多结果，果农擅自

滥用“膨大剂”。老杨回忆说：“膨大剂看
似能让果实变大，可实际上不仅严重影响
口感，影响到了西峡猕猴桃的声誉，还让
果树的树势变弱、寿命缩短，最后受损失
的还是农民。”

而氮肥过量使用造成的严重后果是

面源污染。西峡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
心水源区，保水质是必选项。

生态与市场双重倒逼，让猕猴桃必须
要走绿色转型的道路。政府与百姓共同
发力，县里从内蒙古买来羊粪，代替化肥。

“政府统一提供的羊粪，每袋25元，政
府补 10元，我们只用掏 15元。”老杨伺弄
果树格外精心，还拉来树叶和玉米秸秆，
均匀地铺在自家四五亩地里，“这样不但
能保墒，叶子腐烂后还是上好的有机肥。”

66岁的石春香退休后就一头扎进猕
猴桃种植上。村里帮她牵线搭桥，在地头
安装了京东全流程监控系统。“你看，我这
地里还有杀虫灯、粘虫板。从嫁接、施肥、
剪枝、套袋，每一个生产步骤都明明白白，
就是要让买家看看绿色产品是咋生产出
来的！”石春香说。

漂亮的绿色转型，标准化的生产流程
和严格的管理规范，让猕猴桃之乡走上了
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西峡县人工种植猕
猴桃的面积目前已达 12.5 万亩，年产量 7
万吨，产值6亿元，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
国第三位。

果实更“绿”了，味道更甜了，消费者
更放心了，果农的腰包怎能不鼓呢？③9

□本报记者 刘红涛 本报通讯员 杨春旺

“秸秆有多少要多少，冬天养牛就不用
发愁饲料了。”9月 25日一早，内黄县亳城
乡李次范村养牛场门前就热闹了起来，运
送玉米秸秆的车一辆接一辆，养牛场负责
人李志刚从秋收开始到现在已收购玉米秸
秆3000多吨。

随着玉米、花生、红薯等农作物成熟收
获，玉米秸秆、花生秧等除了粉碎还田，在
李志刚的养牛场有了更好的用途。

让秸秆变废为宝循环利用，是李志刚
从开始养牛就悟出的门道。2013年老李开
始养牛，最初养了160头，把玉米秸秆、红薯
秧等农作物秸秆藤秧粉碎后与青贮的饲料
掺和喂养，牛儿抢着吃，一头头膘肥体壮。

“这样混合喂养，饲料成本低，养牛效益提
高。”如今养牛场里有 480多头肉牛，李志
刚心里乐滋滋。

看到利用农作物秸秆藤秧养牛能增加
收入，李次范村养牛的人越来越多，附近草
坡村、魏庄村的农民，也跟着用秸秆养牛。

今年，养牛场以玉米秸秆 0.06 元一
斤，干花生秧、红薯秧 0.09 元一斤的价格
收购，不仅亳城乡好多农户把庄稼秸秆藤
秧卖到了养牛场，周边乡镇的农户也到养
牛场来卖秸秆。

秸秆喂牛、牛粪肥田，也逐渐改变了当
地农民过度依赖化肥的习惯。

“牛粪肥有利于疏松土壤、养肥土地。
上一次牛粪肥，肥劲一茬两茬庄稼用不
完。”内黄县高级农艺师武贵州说，秸秆养
牛形成的良性循环让绿色农业的发展后劲
更足了。③8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本报通讯员 薛永亮

林仙村是济源市大峪镇的一个小山
村，富硒南瓜正给这里带来新希望。

“今年全村种了200多亩富硒南瓜，每
亩可产2500公斤左右，一亩地净赚三四千
元不成问题。”9月 26日，林仙村支书李小
娇高兴地对记者说。

三年前，村里请来检测机构检测土壤，
发现这里的土壤适合种植富硒农产品，仔
细研究后村里决定发展富硒南瓜。

村民过去很少种南瓜。第一年，群众
试着种了50亩南瓜。收获后一尝，味道还
真不错。村干部主动外出推销，林仙村富
硒南瓜渐渐有了名气。第二年，没等村里
人去推销，南瓜的订单就纷至沓来。

眼下正值南瓜收获季节，午餐时，南
瓜宴的香味弥漫了整个村庄，香喷喷的南
瓜烩菜配上南瓜味的馒头，让人赞不绝
口。

姚虎是村里的富硒南瓜种植大户，流
转土地种了40亩富硒南瓜。他告诉记者，
富硒南瓜适应性强，管护简单，投入不高，
是个效益不错的种植项目。

“村里群众种富硒南瓜的积极性挺高，
今年计划再多种百十亩，让俺村的富硒南
瓜名气越来越响。”李小娇说。③9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日前，在濮阳市西水坡饮用水水
源地，黄河水源源不断流进调节池。经过预沉处理后的黄河
水，通过加压输送至濮阳市第一水厂，净化处理后通过输水
管网送往千家万户。濮阳市环保局局长孟福堂说：“饮用水
源是老百姓的水缸，是关系民生的大事，必须高度重视。”

今年我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开展
以来，濮阳市力克重重困难，针对村民生活排污问题，对西
水坡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949户、3604人、574亩村庄进
行了拆迁，对中原油田彭楼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约
6万平方米水产养殖塘进行了拆除，基本完成了整治清单
上和生态环境部第一轮督查交办的环境问题的整改落实。

类似濮阳这样的饮用水水源地整治行动，正在全省各
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截至 8月底，我省纳入整治清单的 297个县级以上地
表水型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环境问题已完成整治 120个，
其中省辖市级水源地环境问题166个已完成整治96个，县
级水源地环境问题131个已完成整治24个，剩余177个问
题的整治工作正在推进。③5

□本报记者 郭戈 本报通讯员 安建军

金秋时节，鹤城大地硕果累累，一派丰
收景象。

9月 28日，第五届中原（鹤壁）文化产
业博览交易会也将喜迎海内外宾客。

“鹤壁文化能有今天的繁荣，与近年来
中原（鹤壁）文博会的影响带动分不开！”9
月27日，鹤壁市文明办主任叶成民说。

2014年至今，鹤壁市已连续成功举办
四届文博会，吸引参展商 4100多家，参展
人数逾 246万人次。好吃好玩的糖画、形
态各异的根雕、浑厚大气又透露着岁月质
感的明清家具……置身文化名品云集的文
博会展区内，让人感触最深的是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蹄疾步
稳”。

“中原（鹤壁）文博会的参展商多、层次
高，人气也旺，每年我都携带 1000多件鲁
山花瓷来参展。”河南尧神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群成告诉记者。

通过文博会这一平台，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浚县泥咕咕传承人宋楷战，
学习借鉴了不少国内同行的长处，不断改
进工艺。他的泥咕咕作品被北京大学等高
校订购逾5000套用以开展国际交流。

“文博会不仅成了展示中原文化的窗
口，也给全国各地的文化产业企业提供了
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平台。”中国工艺美
术协会副会长张玉骉表示。

“省委、省政府提出，要通过举办中原
（鹤壁）文博会搭建文化交流和产品交易平
台，弘扬中原优秀文化，促进文化产业发
展，加快推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
设，构筑全国重要的文化高地。”鹤壁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于燕表示，为此，鹤壁市在
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省文联等主办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探
索办会新模式，以文化中原为主题，以博览和交易为核心，
采取广告资源拍卖、会企合作等方式，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双丰收。

据悉，为了办好这场盛会，鹤壁市总投资30亿元，高标
准规划建设了总面积58万平方米的朝歌文化园，将其中的
标志性建筑——鹿台阁作为中原（鹤壁）文博会的永久性会
址。

“鹤壁市能协同各方力量、整合各地资源，连续成功举
办多届文博会，站位之高，值得我们学习。”前来参会的山西
省长治市委宣传部事业产业科科长冯志波表示。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除设立全省各省辖市特色文化
展馆外，本届文博会还特设了“一带一路”国际文化产品
交流展、文化扶贫展示馆、红色旅游展示馆等，正是这样
一点一滴的创新，让中原（鹤壁）文博会不断焕发新的生
机。③8

撒向天山都是爱
——河南医疗援疆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吴烨

秸秆利用好
地肥牛儿壮

山村新“硒”望
一颗猕猴桃的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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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加快推动饮用水水源地整治
濮阳基本完成交办问题整改落实

出彩中原庆丰收

游客在猕猴桃种植园内采摘猕猴
桃。⑨6 高嵩 摄

9月 26日，襄城县湛北乡徐庄村的红高粱喜获丰收。今年，该乡
积极探索扶贫新路径，实施“生态种植工程”，鼓励和引导贫困户发展
小杂粮种植。目前，该乡“生态种植工程”已覆盖10余个村庄365户，
红高粱种植面积达3500亩，亩产值4000余元。⑨6

高粱红了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本报通讯员 张译方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通讯员 李昂）9月 26日上午，
中原银行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金
融豫军”强强联手，将对我省经济发展起到怎样的推动作
用？

在当前，各类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业务范围极大拓宽，
金融机构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局面。商业银行和资管公司的合作乃大势所趋，双方通
过合作创新，才能更有效地适应环境的变化，赢得更大的发
展空间。

中原银行作为中原人自己的银行，致力于为河南本土
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通过打造“多元化”的综合金
融服务体系，形成了中原银行特色的金融产品体系。中原
资产作为河南省的金融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的地方资产
管理公司，在金融资产批量收购业务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其
他金融业态，在化解地方金融风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
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业内人士认为，在我国金融业已经进入大资管时代的
背景下，中原银行和中原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业务互补性
明显，合作范围可以从传统的资产管理和资产托管延伸至
综合授信、投资银行、信托业务、融资担保、客户共享等诸多
领域。中原银行与中原资产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必将在金
融创新方面有所作为，灵活多样的投融资产品将对我省经
济转型升级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为我省实体经济走上高质
量发展快车道增添动力。③9

“金融豫军”强强联合

中原银行与中原资产
达成全面战略合作

全国新一轮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开展以
来，我省医疗卫生战线按照豫新两省区党
委、政府安排部署，统筹谋划、精准发力。
一批批河南医务工作者走进哈密，用高超
的医术、高尚的医德，谱写出一曲气势恢宏
的民族团结交融的新乐章。

传好医疗援疆的“接力棒”

走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红星
医院，远远就能看见中医综合楼上“河南援
疆”的巨幅牌匾。该院副院长、河南省人民

医院援疆医生张长远介绍说，这座由河南
援疆资金建造的综合楼，是目前当地专业
化水平最高的医疗综合楼。

而比邻该综合楼的，是一座即将投入
使用的19层高层建筑——中原病房楼。张
长远说，这座由河南及兵团十三师共同建
设的病房楼，集门诊、急诊、检查、住院为一
体，将极大改善该院的就医环境。

按照省委、省政府对口援助哈密市和
兵团十三师卫生计生工作的总体部署，省
卫计委先后编制了河南省对口支援新疆哈
密和兵团十三师的“卫生专项规划”及“专
项工程方案”，明确了我省卫生计生援疆工
作目标任务和重大项目。去年和今年，河
南省党政代表团来哈密考察时，省卫计委
又分别与哈密市和兵团十三师签订了对口
支援框架协议和补充协议。

传好援疆“接力棒”，一任接着一任
干。在豫哈两地的共同努力下，哈密无市级
妇幼保健院的历史被改写，市维吾尔医医院
病房楼等一批建筑投入使用，各县区的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也建起来了。2011年以来，
河南省累计安排医疗援疆资金4.43亿元。

省卫计委主任阚全程说：“搞好医疗援
疆工作，必须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持续用
力，久久为功，使河南医疗援疆工作不断拓
宽拓展，出新出彩。”

“组团式”援疆的河南实践

9 月 15日上午，河南省人民医院哈密

红星分院挂牌。在此之前，河南省肿瘤医
院哈密分院已于9月7日挂牌。

在短短几天之内，河南两家省级医院
的哈密分院挂牌，标志着河南“组团式”医
疗援疆工作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按照“组团式”对口支援新疆要求，河
南医疗援疆提出“五个全覆盖”：县级以上
医疗机构“组团式”对口支援全覆盖，常规
肿瘤专科建设全覆盖，主要医疗机构重点
专科支援全覆盖，远程医学会诊系统全覆
盖，贫困村义诊活动全覆盖。河南省人民
医院与兵团十三师红星医院，河南省肿瘤
医院与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哈密市肿瘤医
院)正是“组团式”对口支援关系。

在位于天山北麓的伊吾县人民医院，
记者恰遇一次远程医学会诊，该院副院长、
濮阳市人民医院援疆医生高湘玲因一位63
岁多种疾病患者的治疗方案，正与濮阳的3
位医疗专家通过远程医学会诊系统进行会
商。高湘玲说：“哈密地广人稀，每逢大雪
封山，与外界的交通都会中断。远程医学
会诊系统的建立，解决了群众看病远、看病
贵问题。”

据介绍，2017年，省卫计委依托郑州大
学一附院和河南省人民医院的远程医学会
诊系统，投入900万元完成了远程医学会诊
系统的提质升级，建设了软件模块等，以哈
密市中心医院和红星医院为载体，建立了覆
盖哈密市各乡镇、城市社区及兵团十三师团
场医疗机构的远程会诊网络。仅今年前 8
个月，远程病理和远程会诊已突破800例。

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近一年多来，哈密市群众口口相传，
“维吾尔医医院来了个河南神医”。被称为
“神医”的赵明宇为此常常顾不上吃饭，因
为找他看病的群众太多了。

如今，赵明宇已正式收了 4 名哈密徒
弟，手把手传授技术。他说，要把这独特的
中医疗法留下，以救助更多新疆群众。

随着援疆工作的深入，河南医疗援疆开
始从“输血与造血并重”逐步向“强化造血”转
变，从“授之以鱼”逐步过渡到了“授之以渔”。

伊吾县人民医院技术力量薄弱，多数医
务人员连常规的院前急救都不会。其对口
支援单位——濮阳市人民医院的 7名援疆
大夫从基本的医护能力抓起，共组织包括急
救培训在内的各项培训62次，培训1050人
次。目前全部医务人员均可独立抢救病
人。他们建立的“大医无疆”微信群，很快就
成了伊吾县域内医生们免费的学习平台。

在兵团十三师红星医院，张长远率领
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援疆团队，逮住机会就
会对院里的年轻学员进行一对一授课，手
把手指导。2017年以来，他们共举办各类
讲座近 650场，带教查房 900余次，带教手
术600余例。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河南医疗援疆
队员的精湛医术和奉献精神，像一颗颗充
满爱与力量的种子，正在哈密各族群众心
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③3

上图 收获的喜悦写在农民脸上。
左图 连片的红高粱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