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在今年“五一”河南文
化旅游市场体现得
淋漓尽致。5 月 4
日，记者从省文化
和 旅 游 厅 获 悉 ，

“五一”假期，我省
文化旅游市场交出
亮眼“成绩单”：全
省旅游市场共接待游
客 3639.12 万人次，旅
游收入 230.37 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34.12%、38%。据不
完全统计，全省各级公共图书馆进馆人
数超过 58万人，累计举办活动 540余
场，参加读者34万人次；全省各级文化
馆举办各类展览和馆办团队惠民演出
等文化活动900余场，累计惠及群众约
110万人次。

其中，文旅融合成效显著。各地推
出的民俗表演、文化节庆活动异彩纷
呈，古镇、文化馆、博物馆等地游人如
织，旅游市场“文化味儿”十足。省图书
馆组织的民间版画展等吸引了众多读
者参与；巩义杜甫故里诗词大会引发游
客学国学的热情。同时，各地精心打造
节庆文化活动，为游客提供了赏心悦目

的文化产品。各大景区纷
纷推出惠民措施，如信
阳鸡公山风景区对市
级以上劳动模范实
行免票入园等，赢
得了游客的交口
称赞。

生态游、乡村
游、自驾游呈火爆
趋势。今年“五一”

假期大量游客选择到
乡村进行采摘活动，感

受乡情乡音。栾川重渡沟、
信阳郝堂村游客爆满，郑州樱

桃沟足球小镇等特色小镇游客众多。
自驾游也很火，嵖岈山、白云山等景区
停车场“一位难求”，云台山景区不少高
端民宿“一房难求”。

记者了解到，假日市场安全平稳，
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更令人欣慰的
是，我省智慧旅游走在了全国前列，一
部手机即可解决“吃、住、行、游、购、
娱”。云台山、龙门石窟等景区通过“一
键互联，码上入园”解决高峰期游客入
园慢问题，网络购票、智能导航、智能调
度等也在关键时刻大显身手。③8

上图 5月 4日，游客在新蔡县水
景公园乘船游玩。⑨3 宋超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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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旅游收入超2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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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柴光临

对于河南第一人口大县固始来
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任重且艰。近
180万人口中，在校学生达30余万人，
其中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超过 20
万人，且一半以上集中在城区。破解

“城区挤”“大班额”，就成为推进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

投巨资建新校

4月 8日，固始县第二季度重点项
目集中开工仪式，在城南新区新四街

以南、红苏路以东的固始十五小和固
始八中新建项目工地举行。县领导班
子成员全部出席仪式。

当日，城区7所新（扩）建学校同时
开工。据县教体局主要负责人介绍，
根据城市发展实际，县政府研究决定
利用城区 5宗土地，新建 6所学校，改
扩建 1所小学，5个项目总投资概算近
9亿元。建成后，城区将新增学位 1.3
万余个，其中小学 6480个，初中 3600
个，高中 3000 个，将基本解决城区超
大班额，有效缓解大班额，解决城区学
生入学难问题。

固始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坦言，百
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永远是最大
的民生，事关固始县的美好未来，不管

有多难，我们也要把好事办好。

分区域扩容量

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的加快，固
始城东新建起山水蓼都、天福公园首
府、东方威尼斯、香榭丽舍等 4个高档
小区，入住居民数千户。

2016年，为了解决周边居民孩子
入学难题，县里从房产开发商手中回
购土地，建成能容纳 3000余人的元光
小学，次年秋季就顺利招生，城东居民
孩子入学难题迎刃而解。

短短十年间，固始县城建成区面
积已由原来的 32平方公里，增加到如
今的50多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也由30

多万人增加近一倍。
随着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城区

东南西北中各区域学校建设也按规划
有序推进，元光小学、固始七中、固始
十一小先后建成招生，北关小学、回民
小学、固始十小相继改建扩容，“城区
挤”的现象逐年缓解。

据县教体局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
衡县创建办负责人介绍，仅 2018 年，
固始县用于城区学校新建扩建的资金
就超过5亿元，全县新增学位1.3万个。

聚合力扶贫困

2016 年，投资 1亿多元建成的固
始县国机励志学校一期工程完工交付

使用。学校配备有国内先进的教学辅
助系统，教学辅助用房和功能房完备，
治安室、医务室、学生公寓、仿草坪塑
胶操场、球类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学
生宿舍不仅配备有高低床、衣柜，还安
装了便池、脸盆及热水器，学校专门招
聘有生活教师，可保障学生学习、生活
全程无忧。

“县里明确规定，该校除了招收学
区内的学生外，其余学位全部用来招
收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该校校长
说。

据介绍，来此就读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子女，学杂费、书本费、生活费、
住宿费、校服费等所有费用全免，连
床铺被褥和每周回家的校车费都是

县里出。
从 2017年秋季开始，固始县建档

立卡贫困户子女义务教育阶段费用全
免的政策虽然覆盖到县域所有乡村公
办中小学，但农村留守子女家庭大多
希望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能够容纳
近6000人的国机励志学校很快爆满。

2018年年初，固始县启动位于城
北城乡接合部的东庙小学改扩建工
程，新建2栋教学楼，以及学生宿舍、餐
厅、生活服务中心等配套设施，将其扩
建成九年一贯制寄宿制学校，并更名
为国机励志学校东庙分校，学位增加
到 2500余个，城区北部居民子女入学
难问题迎刃而解，建档立卡贫困户子
女进城入学也多了新的选择。

均衡教育看固始之一

破解“城区挤”的固始战略

新华社北京 5月 4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4日向泰王国国王哇集拉隆功致加冕
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值此陛下加冕之

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
个人的名义，向你和泰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
贺和良好的祝愿。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长期关心支持中泰友好事业。我高度重视

中泰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继续弘扬
中泰传统友谊，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
进展。祝泰王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暮春时节的滑县，翠绿的大田里
正悄然发生新变化：既有良种，又有
良法，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新
农具、新服务来助阵，动动手机就可
以轻松种地；赶市场，看需求，调结
构，农业有了新奔头。

近年来，滑县切实履行粮食安全
政治责任，持续落实“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大力推进科技兴农，创新
农业服务方式，有力保证了粮食持续
稳产增产。

数据显示，自 2014年以来，滑县
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 280万亩、单产
500公斤、总产 140万吨以上。其中
2018 年种植面积 312.6 万亩，总产
158.5万吨，再创历史新高，连续27年

位居全省县级第一。“产粮大县”重
任，滑县越扛越稳。

良种良田加良法
种粮效益节节高

麦子抽穗了！
行走于滑县田间，处处铺满绿

色，满眼都是希望。全县 180万亩小
麦，其中规划高标准粮田 155 万亩，
年产90万吨，产量连年全国第一，“中
国小麦第一县”“豫北粮仓”的称号名
副其实。

5月4日，上午10点，滑县枣庄乡
徐营村田间，村民吴心愿正弯腰查看
小麦长势。“这个小麦品种的产量每
亩能比普通小麦多 200斤，并且田间
综合抗性非常好。”

眼前，1万多亩连片良田在微风
里泛着绿浪，这里是滑丰种业的种子
繁育基地。好粮食依靠好种子。滑
县小麦种植面积中，商品粮生产占六

成，小麦种子繁育占四成。
“种子买到手，技术跟着走，让农

民做省心掌柜，我们做贴心伙计。”河
南滑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毛
朝军说，滑丰采取“公司+合作社+农
户”“公司+种粮大户”等模式，带动农
民参与良种繁育。目前，公司有种子
繁育基地和优质商品粮田20万亩，年
产小麦种子和优质专用粮 8000万公
斤左右，带动农户增收9000多万元。

好马配好鞍，良田育良种。在滑
县最负盛名的高标准良田——白马
坡，密密匝匝的麦穗绽放在一望无际
的绿海里，一些或黄或白的小房子若
隐若现。

“那些是供电室、机井、出水口。”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郑慧涛介绍，县里
规划了 155万亩高标准粮田，并持续
对中低产田实施改造，实现田成方、
林成网、旱能浇、涝能排，平均亩产提
高 200 多斤。“地下全部埋着灌溉管
线，全县 100多万亩土地一周就能浇

一遍。越逢旱年，滑县越丰收！”
与此同时，县里还在农村设立 9

个农技推广站和 18个农情监测系统
服务示范区，农业、水利、气象、电力
等部门合力，精量播种、测土施肥等
主推技术在田野施展，施多少肥、浇
多少水，农业更加绿色化、智能化，小
麦提质增产效果好。

“管家”“保姆”齐上阵
农民种地更省心

“嘀嘀，有订单了！”在万古镇杜
庄村，杜焕永打开手机微信查看“农
管家”平台，“杜庄村杜逢珍家，20亩
地，需打药，总费用 100 元。”他马上
安排飞防组准备作业。

这 是 滑 县 为 农 民 请 来 的“ 管
家”。只需在平台上点开“小麦服务”
菜单，耕种、浇地、打药、机收等一项
项明码标价。农民选好项目一键下
单，（下转第二版）

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届九次全会精神

“产粮大县”重任越扛越稳
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习近平向泰王国国王致加冕贺电

唯有精神永驻
——探寻五四百年“道路密码”

本报讯（记者 宋敏）
5 月 4日，记者从有关部
门了解到，截至当日
18时，铁路、公路、水
路、民航等总体运
行平稳，全省交通
运输安全形势总
体稳定。

4月 30日至 5
月4日，中国铁路郑
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累
计发送旅客 295.4万人
次，管内火车站均为高位运
营。5月1日，该公司发送旅客
73.8万人次，创单日发送量新高。

假期期间，铁路客流以旅游观光、
探亲访友、学生客流为主，直通客流集中
在上海、杭州、桂林、北京、成都、西安等
旅游城市，管内客流主要以新乡、安阳、
焦作、开封、商丘、洛阳、三门峡等城市为
主。为服务旅客便捷出行，郑州铁路部
门日均加开临客列车69对，城际列车采
取“公交化”运营模式，宋城路站累计发
送旅客3.6万人次、同比增加47.2%；新
郑机场站发送旅客2.5万人次、同比增
加34%，方便旅客实现区域“零换乘”。

公路方面，5月1日至4日，全省共
投入班线客车、旅游包车约14.69万辆，
发放班次32.32万次，累计完成道路运

输客运量873.47万人次，同
比有所下降，无安全生
产事故和旅客滞留现
象。全省水路运输
累 计 完 成 客 运 量
40.62万人次，投入
运 力 3824 艘 、
53514客位。

今年“五一”期
间，受假期延长、旅

游热度上升和天气晴
好影响，郑州、洛阳等省

内旅游城市附近高速干线、
互通立交、桥隧路段、服务区的

车流量增长明显。全省高速公路4天累
计通行车辆 1180万辆，其中小型客车
1018.76万辆，占 86.63%，免征通行费
4.24亿元；“绿色通道”车辆7.37万辆，
免征通行费2827.16万元。5月1日，河
南高速单日流量达到318.7万辆，同比
增长16.63%，首次突破300万辆，创历
史新高。

“五一”小长假期间，经郑州机场前
往全国各地的机票都相对宽松。据初
步统计，郑州机场 4天累计执行航班
2100多架次，发送旅客突破30万人次，
整体运行正常。③9

上图 5月 4日，旅客在郑州东站
乘车。 新华社发

应对“加长版”假期“铁公机”多措并举

高速单日流量首破300万辆

交通

■ 盘点“五一”小长假

100年前，一次会议、一场运动，拉开一段
荡气回肠的百年历史。法国巴黎和会上的图
谋，在万里之遥的东方古国引发蝴蝶效应：愤
怒的中国青年走上街头，发出振聋发聩的呐
喊，掀开了中国近现代史新的篇章。

日前召开的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导，向全省发出了进一步增强使命

担当，谱写中原更加出彩“三农”篇章的动员令。

为推动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本报今起开设专栏，反映各地各行业不负重托，努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的生动实践，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壮志豪情。③9

开栏的话

乡村振兴系列谈

□本报记者 陈慧 曾鸣

“省委十届九次全会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河
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
我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
工作进行了全面动员部署。在推进
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如何把握新时代

‘三农’发展趋势和阶段性特征，如何
实现河南农业出彩、农村出彩、改革
出彩，全会为我们作出了准确判断，
指明了今后的努力方向。”5月 4日，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申
延平说。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农业农村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申延平说，农
村经营体制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农
民创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农业生
产力得到空前解放，农产品供给实
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充裕的重大
跨越，农业发展实现了由单纯追求
粮食增产的传统农业，向追求绿色
生态高效的现代农业的重大跨越，
农民生活实现了由贫穷、温饱不足
向总体小康的重大跨越，成功走出了
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为代价的

“四化”同步科学发展之路。
当前，我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

入新阶段，“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正
在发生深刻变化，呈现出许多新情
况、新特点。申延平说，省委十届九
次全会对我省新时代“三农”发展趋
势和阶段性特征作出了准确判断：农
业正由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变，农
村发展正由传统种养业为主向一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转变，农村劳动力正

由单一城镇集聚向城乡双向流动转
变，城乡关系正由二元结构向加快融
合发展转变。

“1978 年，河南的粮食产量是
420亿斤，当时十多个省份往河南调
运粮食。如今，我省粮食产能稳定在
1300亿斤以上，粮食总产量占到全国
的近十分之一，不仅养活了一亿人，
每年还调出 400 亿斤原粮和粮食加
工产品，真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
人粮仓’。”我省粮食生产能力实现重
大跨越，城乡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加
快优化升级，对中高端、多元化、个性
化农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申延平
说，“群众不仅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
吃得安全。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发
生重大变化，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
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结构性
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

他表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提出
以“四优四化”为重点，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加快高效种养业和绿
色食品业转型升级，回应了市场和百
姓期盼，取得了显著成效，种养业结
构不断调整，持续优化，由增产导向
正在转为提质导向。

据统计，2018年全省优势特色产
业产值 4343 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比重达到 56%。优质花生种植
面积 2200万亩，居全国第一位；优质
专用小麦面积 1204 万亩，占小麦面
积的1/7，居全国第一位；优质林果面
积达到 1359万亩，年均增长 10%；新
增肉牛 52.8 万头、新增奶牛 10.5 万
头。绿色发展有力推进，化肥农药使
用量双双实现负增长，（下转第三版）

“四个转变”勾勒“三农”发展新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