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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适宜豫南地区应用的
高产抗性好、同时品质也能
符合企业要求的弱筋品种
还比较缺乏，优质高产配套
栽培和标准化生产技术普
及率低，造成优质品种生产
不出优质的商品粮。

全 省 企 业 1
至 4 月实现
利润 341 亿
元，同比增长
8.7%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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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信仰的力量
——河南英模风采录

□本报记者 曾鸣

“这蛋糕好吃得很，又香又软。”在
淮滨县金豫南面粉有限公司的展示架
前，当地种粮大户张明勤拿起一块蛋
糕细细品尝，满脸欣喜。让他高兴的
不只是蛋糕的美味，更多的是因为这
蛋糕是用他们种的弱筋小麦做的。

5月 14 日，河南省弱筋小麦产业
发展研讨会在淮滨县召开。来自省农
科院、河南农业大学、河南工业大学的
小麦专家们走进田间地头、面粉加工
厂，与当地的种粮大户、小麦加工企业
负责人，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流。

“种弱筋小麦让俺尝到了不少甜
头。弱筋小麦销路好、不愁卖，即使每
斤比普通小麦贵一两角钱，各地客商
还是争着收购。”张明勤笑着说。

弱筋小麦为啥这么“吃香”？中
国工程院院士、省农科院院长张新友
道出了缘由：“小麦以前主要被国人

用来做馒头、面条等主食，我国种植
品种多以中筋小麦为主。随着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蛋糕、饼干、
面包等的需求越来越旺，而做面包要
用的强筋小麦、做饼干蛋糕要用的弱
筋小麦，恰恰在国内缺乏有效供给，

物以稀为贵啊。”
弱筋小麦又称软麦，与强筋小麦

相比，其面筋含量低、强度弱，面团稳
定时间短、延伸性好，适于生产饼干、
蛋糕等面制食品。从区域上看，我省种
麦得天独厚，北部寒冷，适合种筋道
的强筋麦；南部温润，适宜种松软的
弱筋麦。信阳市、南阳市桐柏县、驻
马店市正阳县为我省弱筋小麦适宜
生态区。近年来，淮滨县大力推广种
植弱筋小麦，通过种子补贴引领产业
壮大，弱筋小麦的年种植面积达 60
万亩，逐渐成为支撑我国烘焙食品和
蒸煮食品工业发展的原料生产与加
工基地。

但是，我省弱筋小麦在品种培育、
技术推广上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目
前，适宜豫南地区应用的高产抗性好、
同时品质也能符合企业要求的弱筋品
种还比较缺乏，优质高产配套栽培和
标准化生产技术普及率低，造成优质

品种生产不出优质的商品粮。”省农科
院小麦研究所所长雷振生说，豫南地
区雨水偏多、病虫草害较重以及产销
连接不畅等，都是制约弱筋小麦走向
产业化的主要因素。

如何让弱筋小麦“强”起来？这是
加快我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深
入实施河南省“四优四化”科技支撑行
动计划的一道试题。在张新友看来，
一方面要在培育优质品种和集成应用
先进配套生产技术上下功夫，加快推
进我省弱筋小麦标准化生产、规模化
经营；另一方面还要采用“合作社+科
研+企业”的产业化模式，搭建产供销
对接平台，建立长期稳定的优质专用
小麦标准化生产基地，克服商品麦品
质稳定性得不到保证等弊端，延伸产
业链，促进我省优质弱筋小麦产业化
发展。同时，要注重品牌打造，擦亮淮
滨弱筋小麦的金字招牌，让我省弱筋
小麦“强”起来。③9

本报讯（记者 樊霞）5 月 17日，
省财政厅发布数据显示，今年 1至 4
月，纳入财政部门企业经济效益月报
统计范围的全省企业（以下简称全省
企业）运行平稳，营业总收入和利润
保持持续增长态势。

数据显示，全省企业 1至 4月实
现营业总收入 8480.7 亿元，同比增
长 10.3%；实现利润 341 亿元，同比
增长 8.7%。其中，工业企业实现营
业 总 收 入 676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6%；实现利润 184.4亿元，同比增
长 8.9%。

财政部门统计的全省 14个工业
行业类别中，九成以上工业行业营业
总收入保持增长态势。营业总收入
规模排前五位的工业行业分别是：煤
炭、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和电子。

财政部门统计的全省 14个工业

行业类别中，七成以上工业行业利润
总额实现同比增长。利润总额前五
位的工业行业分别是：食品、化工、机
械、医药和建材，五大行业实现利润
合计为 126.3 亿元，占全省工业利润
总额的68.5%。

数据同时显示，1至 4月，全省企
业应交税金 509.3 亿元，增长 2.8%，
增幅同比回落 11个百分点。“企业营
业总收入增长较快，应交税金小幅增
长，说明减税效应正逐步显现。”省财
政厅有关负责人说。③5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房良）我省将再添一个通用机场。5
月 19 日，记者从洛阳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获悉，洛阳龙门通用机场获批
并将于 6月底前开工建设，预计今年
年底前可具备通航条件。

建设洛阳龙门通用机场，是洛
阳抢抓国家、省加快通用航空产业
发展的机遇，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提
升城市品位，助推区域通航产业发
展、完善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建设
项目。

日前，省政府印发《河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洛阳龙门通用机场项目建
设用地的批复》，该机场一期26.6676
公顷用地正式获批。按照该批复和
规划方案，洛阳龙门通用机场选址位
于洛阳伊滨经开区的万安山区域，距
洛阳北郊机场直线距离约 33公里。
洛阳龙门通用机场一期按A2类通用
机场标准建设，占地面积约 400亩，

先期建设 800米跑道和相关航管、气
象、服务设施等。一期工程将主要用
于开展空中作业、应急救援，以及旅
游观光、飞行培训、飞机航材销售、托
管维修服务等通用航空飞行任务。
未来，该机场二期将把跑道向东延长
至 1200 米，增加非精密仪表导航设
施，建成A1类通航机场，具备中小型
公务机运营条件。

借助该机场的布局和建设，伊滨
经开区还规划了通用航空产业园，突
出通航作业、飞行培训、航空器研发
制造、商务商业融合、城市服务、文化
旅游等板块，打造多业态综合性通航
旅游小镇。目前，位于该产业园的国
内首家通用航空专业化众创空间
——洛阳通航创新服务中心已投入
运营，并申请划设了 100平方公里的
临时飞行空域，已先期陆续开展无人
机、直升机等飞行保障，以及通航产
业科研、科普等活动。③8

□本报记者 郭北晨

在伊川县革命烈士陵园，苍松掩
映中，张思贤烈士的墓碑静静伫立。

“谈起伊川抗战史，不得不提张
思贤。”5月 20日，伊川县党史办副主
任许进召说，“为寻求救国之路，张思
贤毅然投身革命，办学校、设情报站、
组建革命武装，是伊川抗日先行者。”

张思贤 1916年生于伊川县吕店
镇王村。他 15岁到白沙县立师范上
学，1935 年毕业后，到吕店完小任
教。“七七事变”后，中共豫西特委在
伊川办教师抗日训练班，张思贤被马
列主义深深吸引，参加了中国共产
党，踏上革命道路。

1938 年，他筹资在县城开歇脚
店、在吕店开杂货铺，以此作为党的
秘密联络点，传递党的文件，安排过
往革命同志的食宿并负责其安全。
1941 年，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
潮后，大批党员干部被迫转移，奉命
留下坚持斗争的张思贤成为伊川地
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为开展地下活
动，张思贤在吕店创办了毓文中学。

“在党的领导下，毓文中学从一
开始就显示出进步性和革命性，培养
出的学生为民族解放和祖国建设作
出了不少贡献。”许进召说。

1943 年 8 月，由于形势日益恶
化，张思贤与几名地下党员化装成小
商贩奔赴陕北，不料在陕西耀县附近
被胡宗南部队抓了壮丁，张思贤假装
愚笨，麻痹敌人，后设法逃回。

1944 年 4 月，日军发动河南战
役，国民党 40万大军不战而溃。张
思贤深知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他
卖掉家中的小麦和棉花，用筹集到的
资金购置武器弹药，经周密准备，于7
月在吕店竹园村正式建立了一支 40
余人的抗日游击队，在伊川大地举起
了武装抗日的旗帜。

9月，皮定均、徐子荣率领的豫西
抗日游击先遣支队来到伊川，张思贤
紧密配合，为部队联系群众创造了条
件。10月，他带领地方武装配合主力
部队建立了伊川县抗日民主政府及
独立团，他任县长兼团长。

1945年 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
张思贤率伊川县地方武装奉命随主
力部队南下，途经临汝县焦村时，遭
国民党特务突袭，张思贤腹部受伤，
因医疗条件限制，行至嵖岈山时，不
幸逝世，时年29岁。

“祖父生前常教育家里人‘做事从
大局着想，不要给党和人民添麻烦’，
他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一直激励
我们。”张思贤的孙子张小山说。

革命先烈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
伊川人民为了美好生活不懈奋斗。
今年 5月 9日，伊川县正式退出贫困
县序列，大踏步迈向全面小康。③9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会场里气氛非常热烈，我站在前
排，和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都握
了手，内心非常激动，也非常自豪！回
去后我一定要好好干，加倍努力，带乡
亲们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5月 16日
下午，刚刚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六
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
的独臂村支书李健对记者说。

今年49岁的李健是桐柏县埠江镇
付楼村党支部书记，在没有残疾之前
是付楼村电工。2011年他被高压电击
中，先后做了 11次手术，右臂被截肢，
双下肢中度功能障碍。面对脑出血偏
瘫在床的妻子，自幼智障的弟弟，年迈
体弱的父亲以及两个上学的孩子，李
健曾一度一筹莫展，家里也被评定为
贫困户。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我绝不能倒
下！与其苦熬，不如苦干！”李健坚定
地选择了与命运抗争。在身负重债，
家徒四壁的境况下，李健没有等，没有
靠，更没有求，他凭借自己的信心和毅
力，自筹资金，克服肢体的不便，开始
了创业。

李健四处拜师求学食用菌、蔬菜
种植技术，靠着自强不息的拼劲和干
劲，从贫困户翻身发展成为村里的致
富带头人，2016年家庭纯收入达13万
元，一举摘掉了贫困户帽子。2018年
他全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后，心系群
众、勇挑重担，整天早出晚归，引导帮
扶村民建设蔬菜示范基地，在村里建

成千亩特色产业园和扶贫车间。在他
的带领下，全村已有80多人在2018年
实现了脱贫致富，原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 233 户 827 人，现在只剩下了 14户
28人，今年可以全部实现稳定脱贫，贫
困的“付楼”变身“富楼”。

李健身残志坚、奋斗不息的事迹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先后受邀参加了
国务院新闻办基层残疾人“脱贫攻坚”
新闻发布会和中国残联“脱贫攻坚”先
进事迹报告会。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残疾人脱
贫户，一定要给乡亲们树立个好榜
样！现在国家对残疾人这么重视，对
脱贫攻坚这么支持，我更要干出新成
绩，让父老乡亲们尽快脱贫致富，早日
走上小康之路！”李健说。

桐柏县委书记莫中厚说，李健身
残志坚，体现了桐柏老区人民的锐气、
志气和正气，是脱贫攻坚路上的桐柏
英雄，我们将进一步掀起学习李健事
迹的热潮，帮扶付楼村早日实现全部
脱贫，还要按照既定时间表，今年完成
桐柏全县脱贫攻坚任务。③6

今年前4个月

我省企业运行平稳
减税效应逐步显现

我省将再添一个通用机场

洛阳龙门通用机场获批建设

张思贤：伊川抗日先行者

5月 18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志愿者服务队走进新乡市太阳村，开
展爱心公益活动。今年以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爱心帮扶活动,积极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⑨6 秦丹 摄

弱筋小麦如何“强”起来

“我要带乡亲们早日奔小康”

李健身残志坚，体现了桐
柏老区人民的锐气、志气
和正气，是脱贫攻坚路上
的桐柏英雄。

‘好人家庭’活动的开
展，是鲁庄镇为促进乡
风文明，实施乡村振兴
的新探索，能够在潜移
默化中提升群众文明素
质。目前已表彰‘好人
家庭’117户。

▶5月 20日，宝丰县张八桥镇庙李村村民在田间查看小麦籽
粒，颗颗籽粒饱满，孕育丰收的希望。⑨6 张建新 何五昌 摄

▼5月 20日，在新郑市新村镇裴李岗村，蓝天白云下的小麦
长势喜人。5月 21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农谚有“小满小
满，麦粒渐满”之说。我省广大农民正抓住时令，加强小麦后期管
理。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喜看麦浪望丰年

□本报记者 何可

巩义市鲁庄镇野菊花远近闻
名，站在该镇南村寨村西岭上放眼
望去，漫山的野山菊苗沐浴在五月
的阳光里，长势良好。“去年 80余户
村民主动退还了 300 多亩集体土
地，让我们有底气把野菊花产业发
展成为带富群众的‘金饭碗’。”5月
19日，南村寨村党支部书记杨向春
对记者说。

集体土地被侵占了数十年，涉
及三分之一村民，矛盾利益纠葛重
重，咋说退就能退呢？面对记者的
疑问，杨向春笑着指向文化广场，

“那面‘好人家庭墙’出了大力。”
去年 9月，鲁庄镇开展“好人家

庭”评选活动，把邻里团结、家庭和
睦、孝敬父母、诚信守诺等方面先进
典型，每季度在各村“好人家庭墙”
上进行公示。活动的开展，在全镇
持续掀起学习好人、崇尚好人、争当
好人的热潮，一系列变化悄然发生：
红白喜事从简办的多了，做好人好
事、无私奉献的多了，孝敬公婆、家
庭和睦的多了，邻里融洽、人际关系
和谐的多了……

“好人家庭墙”是最直观的一面
道德墙，促进了乡风文明，凝聚起正
能量。“村里风气正了，人心齐了，难
事不再难。村民主动退还侵占的集
体土地，俺村从一个有名的贫穷村，
现如今成了集体经济蓬勃发展村。”
杨向春说。

“国无德不兴，家无德不立。‘好

人家庭墙’的设立不仅传递了百姓
身边正能量，还弘扬了新风正气。”
后林村“好人家庭”获得者杨宏勋
说，“今后，我会继续将好的家风发
扬下去。”

“‘好人家庭’活动的开展，是鲁
庄镇为促进乡风文明，实施乡村振
兴的新探索，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提
升群众文明素质。目前已表彰‘好
人家庭’117户。”鲁庄镇党委书记王
东说，省委十届九次全会提出加强
基层基础建设，下一步，全镇将继续
以“好人家庭墙”建设和“好人家庭”
评选为抓手，进一步探索创新农村
治理的方式方法。

如今，“好人家庭墙”已成为鲁
庄镇各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助推器，
人与人关系的黏合剂，文明新风正
逐渐吹遍全镇每个角落，营造出浓
厚的崇德向善氛围。③4

“好人家庭墙”助推乡风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