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片的高标准粮田为现代化农机
作业提供了便利 陈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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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产到优产从高产到优产
守护守护““中原粮仓中原粮仓””

农家少闲时，五月人更

忙。进入小麦成熟收获的季

节，南阳大地麦浪涌动，到处

一派丰收的喜悦景象。各种

大型收割机穿梭在麦田之中，

演绎着一幅波澜壮阔的丰收

“畅想曲”。

南阳是粮食生产大市、小

麦生产大市，粮食产量占全国

的 1%、全省的 10%。截至 6

月 2 日，全市 1090 万亩小麦

已全部收获完毕。记者从南

阳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夏

粮生产远好于去年，接近常年

高位水平，夏粮再夺丰收，农

民们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

立足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

南阳市在夏粮生产上既保高

产也求优产，推动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稳步提升粮食产

能，守护“中原粮仓”。

随着麦收结束，目前南阳各地已开
始争抢农时，进入夏播阶段。夏
播是种植调整的关键期。今年
南阳市预计夏播 1100 万亩。
抓住有利时机，加快调整秋

作物种植结构依然是南阳
农业的重中之重。

据悉，今年夏播期间，
南阳将继续发展优质花
生，在确保完成530万
亩以上花生种植面积
基础上，大力推广高
油、高油酸花生品
种，抓好优质花生
示范县和高油
酸花生良种繁

育示范区建设；继续调减非适宜区籽粒玉
米面积，适当扩大青贮玉米、鲜食玉米和
加工专用玉米的种植，提高种植收益；扩
大大豆、红薯、小杂粮面积，扩大红薯、杂
粮种植面积，提高种植效益。

为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南阳提出
了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在巩固发展粮
食、畜牧、蔬菜三大基础产业，培育打造
食用菌、林果业、中药材三大特色产业。
各地还将立足区位、生态、资源等优势，
大力培育发展月季花、玉兰花、茶花“三
花”产业，猕猴桃、软籽石榴、薄壳核桃

“三果”产业，山茱萸、辛夷、艾草“三药”
产业，争取早日把南阳打造成景美物丰
的“花果山”，进一步完善南阳大农业产
业体系。6

□□南阳观察记者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王娟

5月 28日，在唐河县源潭镇振群家庭农
场的地头，种植大户乔振群脸上绽放出灿烂
的笑容。乔振群回乡种地已有十年的时间，
他流转的 2900多亩地中的 2000亩全部种上
了新麦 119。“我种的这种小麦属于高产强筋
品种，最高的一亩能产 1400斤，今年大概能
出 200多万斤，产量高，品质好，而且还不愁
销路。”乔振群说，他早就跟南阳一家企业签
了订单，每斤能卖1.25元，比国家小麦托市最
低收购保护价高出不少。

乔振群告诉记者，好的收成离不开高标
准粮田的建设。他承包的2900多亩土地，集
中连片、设施完善、农电配套设施齐全。

“从小麦种植到病虫害监测、防治，再到小
麦收割，收割机、喷灌机、无人植保机、粮食烘干
机等现代化农业技术不仅让种庄稼越来越容
易，粮食产量也比之前高了许多。”乔振群说。

在南阳，像乔振群一样种植的高标准粮田
共有630万亩，为大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地勤人也勤，唐河县桐河乡种粮大户焦
强承包了 5600亩地，他告诉记者，麦子种上
后他格外注意田间管理和用地养地的结合。
进行测土配方施肥，农药、化肥的用量少了，
有机肥用量多了，土地也肥了，庄稼越种越精
细。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近年来，南阳市持
续把农技推广区域站建设、科技入户工程、科
技人员包村、新型社会化服务作为解决农业技
术棚架、服务粮食生产的重要措施来抓，为粮
食生产保驾护航。今年为再夺粮食丰收，南阳
市农业农村局自去年麦播以来就丝毫没放松
对夏粮生产的管理指导，南阳市有关部门立足
抗灾抓生产，有效克服了干旱对秋播带来的不
利影响。今年开春以来，面对条锈病、赤霉病
等重大病虫害，市、县两级安排配套资金加紧
统防统治，实现了夏粮生产态势平
稳。5月 22日南阳市小麦开收，全
市累计投入联合收割机 13.6万
台次，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

据南阳市农业农村局调查
测 产 ：南 阳 市 小 麦 种 植 面 积
1090 万亩，与上年相比保持稳
定。全市小麦单产 433.8公斤，
比上年增加 46.8 公斤/亩，增幅
12.1%；小麦总产472.8万吨，比
上 年 增 加 55.7 万 吨 ，增 幅
13.4%。

高标准粮田喜获丰收

今年“三夏”期间，天气晴好，蓝天白
云和无边麦田组成一幅和谐的画面，蔚
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

5 月 26 日，记者在邓州市裴营乡
和平村看到，麦收过的田地里一辆辆
搂 草 机 、秸 秆 打 捆 机 穿 梭 在 田 间 地
头。搂草机将细碎的麦秸聚拢，秸秆
打捆机一扫而过，随之“吐”出一个个
圆柱麦秸捆包……

今年，43岁的王大成在邓州市裴营
乡投资 3000万元成立了河南省金禾吉
秸秆利用有限公司，购置了进口秸秆打
捆机、打包机、捡秸秆机等设备。夏、秋
农作物收获期间，公司免费为群众秸秆
打捆，农民的秸秆可自用也可卖给公
司。公司则以小麦秸秆、花生秧、花生
壳、玉米秆、玉米芯等农业废弃物为原
料，加工成饲料，或作为燃料，以秸秆全
量化利用为目的，实现现代循环农业产

业化发展。
据南阳市农机局负责人介绍，今年

南阳小麦机收后秸秆大都不再粉碎还
田，直接由机器捡拾打捆，一亩地秸秆可
打10-12捆，每捆地头卖价5元，即亩均
麦秸收入 50元-60元。收麦后秸秆打
捆好处较多：机收作业扬尘大幅减少；减
轻了秸秆全量还田带来的病虫害加重、
土地不实种子出芽率低等弊端；解决了
养殖业就地饲料转化难题；增加了麦农
收入，降低了种植成本，提高了种麦综合
效益。

今年，除了以粉碎还田为主的肥料
化利用，南阳今年还加强了以养殖为主
的饲料化利用、以造纸和板材加工为主
的原料化利用、以发展草腐菌为主的基
料化利用、以发展秸秆沼气和成型燃料
为主的燃料化利用，让秸秆变废为宝的
同时，减少对大气的污染。

秸秆巧利用养地生“金”

优化种植结构大农业撑起“大粮仓”

472.8
万吨

南阳市小麦种植面积1090万亩，与上
年相比保持稳定。全市小麦单产
433.8公斤，比上年增加46.8公斤/亩，
增幅 12.1%；小麦总产 472.8 万吨，
比上年增加55.7万吨，增幅13.4%。

5月23日，南阳市卧龙区陆营镇小麦种植户迎来丰收年景

淅川

千万元“红包”
重奖经济发展功臣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石雪帆）6月 1
日，记者获悉，在今年淅川县召开的工业、科技、招商暨商
务会议上，该县拿出1548.5万元重奖经济发展功臣。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国家生态战略安
全要地、国家级贫困县、全省四个深度贫困县之一，面对水
质保护和脱贫攻坚两大政治任务，淅川县近年来坚持“生
态立县、工业强县”战略不动摇，积极调结构、促转型，抓创
新、拓市场，以创新发展为动力，做实县领导分包企业和项
目制度，落实惠企政策，对经济发展先进典型进行大张旗
鼓奖励，创优企业发展环境；坚持强龙头、抓项目、育梯队，
持续壮大主导产业，提升工业发展水平；坚持科技创新、搞
活融资、运作上市和人才培育同步推进，增添工业发展新
动能。2019年第一季度，该县经济发展活力明显增强，全
县工业总产值达 28.97 亿元，同比增长 8.3%；工业增加值
8.7亿元，同比增长 8.5%；主营业务收入 205.35亿元，同比
增长5.1%；实现利税3.4亿元，同比增长22.8%。6

地方传真

4月 21日，淅川县毛堂乡矾矿桥路段发生一起严重交
通事故，一辆轻型普通货车在超车时与相对方向行驶的一
辆两轮摩托车相撞，事故造成摩托车驾驶员、乘坐人员两
人死亡。交警部门在办案时发现，该轻型货车交强险过
期、无任何商业三者保险，虽然肇事司机负事故全部责任，
但无赔偿能力，至今仍在羁押中。了解到出险家庭遭受重
大灾难且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后，人保财险按照市委市政府

“政福保救急难”服务宗旨，马上启动救助流程，按照“交通
事故救助”条款将10万元救助款发放到遇难者家属手中。

“政福保”是由南阳市民政局作为投保人，对突发事故
造成居民人身伤亡，在无赔偿义务人或赔偿义务人无能力
赔付的情形下，给付保险救助金的民生类保险。它是人保
财险南阳市分公司为落实南阳市政府服务民生“救急难”
的要求而定制的一款责任保险方案。该保险为河南省首
创，取名为“政福保”寓意“人民政府要造福于民”，南阳市
全市居民不用花一分钱，若不幸发生条款约定保险事故后
就能得到2000元到20万元不等的保险救助金。

人保财险南阳市分公司作为承保人为全市人民提供了
1亿元的政府救助保障，保障内容包括：见义勇为救助、未成
年人溺水死亡救助、意外事故救助、自然灾害救助、交通事
故救助、救助人员意外救助六项基本内容及人保财险赠送
的特困群众重病医疗救助。其中交通事故救助就是七项保
险责任中的重要一项。该保障是指在南阳市行政区域内发
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或死亡，责任者无能力赔偿或者肇
事车辆逃逸的，在相关部门出具证明材料，保险公司调查情
况属实后，根据受害人的伤情及家庭实际困难，给付保险约
定的事故救助金。

南阳市辖区内若发生此类意外事故，市民可第一时间
向人保财险南阳市分公司电话报案（0377-63395518），
也可联系各辖区内民政部门向人保财险转报案。人保财险
南阳市分公司理赔中心在接到报案后会第一时间安排查勘
工作，确定保险责任，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快速将理赔救助金
发放到位。6

南阳“政福保”为民解急难之七

南阳“政福保”项目

将交通事故救助
纳入保险救助范围

□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6 月 5日一大早, 桐柏县吴城镇岳畈
村农民黄中新就在虾田里忙着打捞,今年
他养殖了 20亩小龙虾。进入 5月份以来，
随着龙虾的大量上市，每隔几天，他就会到
离家不远的集镇上出售他捕获的龙虾，每
次收入少则三五百元，多则上千元。

黄中新告诉记者，自从母亲几年前患
上重症后，不能外出务工的他就在家里守
着几亩田地过日子，生活十分清苦。精准
扶贫工作开始后，他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

2017年在扶贫干部的指导下，他把几
亩水田改造为虾田，当年年底就收回了投入
成本。2018年，尝到甜头的他把周围邻居
的水田租了过来，养殖规模扩大到20亩，年
纯收入达到 6万多元。黄中新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一亩虾田年产龙虾 200公斤左右，
按今年的市场行情每公斤 30元来计算，刨

去成本，一亩收入 3000元不成问题。再有
半个月，虾田里插上秧苗，秋季一亩田能收
获无公害水稻产品400公斤左右，又能收入
1000多元，加上春季卖虾苗的收入 2万多

元，“我家的20亩虾田今年收入8万元不成
问题。”他说。记者了解到，在黄中新的带动
下，全村有 10户村民加入，共发展“稻虾共
作”面积 200多亩，小龙虾已成为当地村民

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过去每年水稻收割后,水田长时间闲

置,土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益很低。‘稻虾共
作’模式有效破解了农民种粮不增收的难
题,实现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而且该
产业投入小、周期短、见效快、易操作、可复
制,既能提高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保障粮食
安全,又能推动贫困户增产增收。”桐柏县
龙虾办副主任岳金树告诉记者。桐柏县位
于千里淮河源头，雨量充沛，有大小河流58
条，塘堰坝近万个，水资源总量8亿立方米，
南北方多种淡水生物均宜在此生长。桐柏
县也是我国麦稻轮作制的发祥地，得天独
厚的自然环境为小龙虾繁育、生长提供了
极为优越的条件。

近年来,桐柏县委、县政府立足自然优势,
因势利导，大力推广“稻虾共作”发展模式,促
进有机稻与小龙虾双增收,带动山区农民脱
贫致富。目前，桐柏县7000余户农民养殖小
龙虾6.2万亩，3000余户与黄中新一样的贫
困群众通过发展小龙虾经济脱贫致富。6

一水两用 一田双收

桐柏“稻虾田”成了“聚宝盆”

▶小龙虾节吸引了当地群众竞相参与

◀小龙虾节上烹饪的小龙虾令人垂涎欲滴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周国军）5月13
日下午，南阳医专“第三届国际文化交流周”启动仪式举行。
来自美国、日本、菲律宾三所合作院校的代表应邀出席。

为期两周的南阳医专首届国际文化交流周，包含对外
汉语课、拔罐推拿课、民族舞蹈课、就业指导讲座、学术报
告等一系列活动，旨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促进优质教育
资源落地融合，推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高质量发展。与前
两届国际文化交流周不同的是，今年邀请美国、日本、菲律
宾三所合作院校的学生来到南阳医专，与该校学生同吃同
住，互相交流学习。

在“家校联动 共育英才”板块，南阳医专还邀请学生
家长走进课堂，参观解剖馆、校史馆等，家长们由衷赞叹
道：“国际文化交流周活动，培养了学生国际化视野，提升
了学生职业素养和国际竞争力，很有意义。”6

南阳医专
举办国际文化交流周

阿里巴巴百万客服总决赛揭晓
邓州市职业技术学校榜上有名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滕花朵）近日
记者获悉，历时 5个月的“2018阿里巴巴百万客服联盟服
务英雄大赛”成绩揭晓，邓州市职业技术学校机械系电子
商务专业2017级学生鲁凡和柴云鹏荣获个人优胜奖，该校
喜获服务人才“季军学校”荣誉称号。

本次大赛是由阿里巴巴官方认证、菜鸟产业园、杭州
美课锐捷联合举办，面向全国进行选拔，设置以专业知识、
职业技能和服务案例为内核的全国性线上服务竞赛。分
为初赛、英雄赛、排名赛、成名赛和总决赛五个阶段，在前
四个阶段中，全国 20000余名在校大学生、中专生同场竞
技，邓州市职业技术学校鲁凡、柴云鹏两名同学脱颖而出，
代表学校参加第五阶段的总决赛，喜获个人优胜奖，该校
同时取得了季军学校荣誉称号。

该校负责人表示，通过这次大赛，电商专业的同学们真
实地介入到电商行业，了解了工作流程，专业技能得到了极
大提升。同时，学生在大赛中的能力表现被阿里巴巴认证大
数据全程记录，为学生未来就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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