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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村90%的群众都种了
桃树，绝大多数贫困户通过血
桃产业甩掉了贫困帽。去年，
仅血桃一项全村人均就增收
2000元左右，这是咱村名副
其实的‘摇钱树’‘幸福树’。

前坪水库建成
后，可发展灌溉
面 积 50.8 万
亩 ，年 供 水
6300 万 立 方
米 、发 电 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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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7月 1
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之
际，前坪水库大坝填筑至 423.1
米，顺利实现封顶。

前坪水库建设管理局局长
张兆省介绍，前坪水库自2015年
10 月 8 日开工建设，2016 年 11
月 27日开始填筑大坝，到今年 7
月 1日大坝填筑至坝顶，达到海
拔 423.1 米，大坝封顶比预期提
前了3个月。

据介绍，前坪水库大坝坝
高 90.3 米，长 818 米，坝基宽近
500米，坝顶宽 10米。“大坝填筑
土石方 1180 万立方米，坝基开
挖 270多万立方米，大坝封顶后，将在坝顶铺设 40厘
米厚的坝顶道路，使坝顶高程达到海拔 423.5 米。”
前坪水库大坝项目经理刘建伟说。

当日，大坝坝顶彩旗招展，两端的工地依然十分
忙碌。在溢洪道工地上，工人们正在吊装溢洪道顶部
的交通桥，只见两台吊车相互配合，把一块18米长、40
吨重的桥板稳稳地铺装到位。前坪水库输水洞也正
在建设，62米高的进水塔主体已完工，进水塔上部的
启闭机房正在施工，从主坝到启闭机房的交通桥也正
在架设。输水洞建好后，可以分层从水库取水，满足
灌溉、发电等用水需求。

张兆省说，前坪水库大坝封顶，标志着前坪水库
工程进入完工扫尾阶段，为2020年工程全部竣工打下
了坚实基础，工程发挥综合效益也指日可待。

前坪水库位于淮河流域沙颍河支流北汝河上游，
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前坪水库
总库容 5.84亿立方米，总投资 44.6亿元，总工期为 60
个月。水库建成后，可发展灌溉面积 50.8万亩，年供
水6300万立方米、发电1881万千瓦时。③9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 成利
军）7月 2日 9时 45分，汹涌澎湃
的黄河水以 3m3/s 的速度，从位
于济源市大峪镇桐树岭村的渠首
控制阀调流调压室奔腾而出。济
源市水利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这标
志着黄河小浪底北岸（济源）灌区
一期工程试充水运行正式启动。

黄河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
是国务院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
水 利 工 程 之 一 ，是《全 国 新 增
1000 亿 斤 粮 食生产能力规划
（2009—2020）》重点新建大型灌
区，也是我省实施“四水同治”的
重点工程。灌区位于济源市和焦
作市的沁阳市、孟州市、温县和武陟县。项目全部建成
后，可年引黄河水 2.4 亿立方米，发展灌溉面积 51.73
万亩，补水灌溉面积20万亩，工程估算投资26.3亿元。

目前正在实施的济源段工程是黄河小浪底北岸灌
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包括总干渠和一干渠两
大部分。总干渠全长 17.92千米，一干渠总长 8.18千
米。工程建成投用后，可以解决济源市4.1万亩农业灌
溉用水和工业企业用水。③5

前坪水库大坝封顶

黄河小浪底北岸（济源）灌区
一期工程试充水

□本报记者 归欣 本报通讯员 师红军

7月 1日，鲁山县南部山区，熊背乡大年
沟村刚成熟的血桃挂满枝头，一派丰收景
象。

为啥叫血桃？熊背乡党委书记冉栓伟
介绍，这桃果肉殷红如血，据说最早是山上
的野生品种，清末时被村民移栽到田里。

一行人在一处桃林边站定，穿着长胶鞋
的村民闫鲁峰走了出来，他笑呵呵地和记
者打招呼：“一上午卖了10箱桃、1000多元，
一亩地挣上万元不成问题。”靠着经营 20亩
血桃，当了十几年贫困户的老闫，2017年顺
利摘帽，2018年翻修了老房子，今年又添了
一辆7万多元的小货车。

驻村第一书记何绍三介绍：“目前全村
90%的群众都种了桃树，绝大多数贫困户通
过血桃产业甩掉了贫困帽。去年，仅血桃一

项全村人均就增收 2000元左右，这是咱村
名副其实的‘摇钱树’‘幸福树’。”

但在前些年，桃树不但没给村民带来福
祉，还是他们的一块“心病”。“当时路不好，

只能在附近走村串巷叫卖；管理跟不上，品
相一般，产量也不高。”闫鲁峰回忆，“一斤桃
只能卖四五毛，卖吧挣不了几个钱，不卖又
只能烂在地里。”

脱贫攻坚战打响，血桃终于迎来了“春
天”。2016年，血桃被乡政府确定为扶贫主
导产业之一大力推动。政策上，按照 400元
每亩的标准进行扶持；技术上，请来市农科
院的专家悉心指导；宣传上，通过各级媒体
持续推介；组织上，成立村级合作社统一管
理、销售。两年间，大年沟的血桃从不到
500 亩扩张到 3800 亩，还获得了国家农产
品地理标志认证，成了市场热捧的“网红”
产品。

“以前是挑着出去卖，现在是足不出户
卖；以前是5毛一斤卖不掉，现在是5元一斤
不够卖。”29岁的返乡大学生闫盟盟告诉记
者。3年前，他放弃大连的工作回村种桃，如

今已拥有70多亩桃园。去年，闫盟盟尝试触
网，效果不错。“这才刚卖了 5 天，就接了
1000多单。”他说，“不少乡亲找我帮忙上网
卖，接下来半个月有的忙了。”

“今年全村产量估计能达到60万斤，”站
在村委会门前俯瞰漫山遍野的桃林，村党支
部书记闫文杰喜不自胜，“等所有桃树都到
盛果期，群众收入还能涨一大截。”

产量猛增，滞销咋办？“不怕！”闫文杰
指着不远处一座正施工的建筑回答，“那
是咱投资 120 万元建的冷库，能容纳 300
吨鲜桃。”除了冷库，去年大年沟村还利用
300 多万元扶贫资金，整修了河堤，铺了
2600米长的观光路、3800米长的生产路。
现在到大年沟，游客可以直接把车开进桃
园，摘桃买桃更方便了。“接下来我们打算
把村子好好规划规划，发展生态旅游。”他
说。③6

鲁山县大年沟村靠种血桃脱贫

血桃网上卖 订单纷纷来

□本报记者 邓放 摄影报道

7 月 2 日，2019CAAU
全国青少年业余篮球联赛郑
州城市赛在篮球公园激情开
赛，共有当地 26 支队伍参
与，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
中组。国内最终获胜球队将
赴北京与美国青少年冠军队
争夺总冠军。⑨3

上图 队员在运球突破
左图 队员在对手的封

盖下投篮

激情篮球
逐梦青春

出彩半边天

□本报记者 王绿扬

习近平总书记说，每一位妇女都
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当今
河南，有讲不完的女性出彩故事，出彩
的“她”就是群众身边的榜样。注重发
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是开展
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重要方法。今天，我们继续聚焦身边
的优秀女性代表，聆听她们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感人故事，感受她们的奋
斗激情，团结号召更多妇女坚定不移
跟党走，奋力建功新时代，进一步营造
学的氛围、严的氛围、干的氛围，凝聚
起同心共筑中国梦、争先进位谋出彩
的强大合力，为谱写中原更加出彩新
篇章贡献巾帼力量。

杨桂香：18年坚守 只为“东方红”

6月 29日，周六。下午 3点多，杨
桂香正在办公室中忙碌着。“这几天正
在做 LF-1104 拖拉机动力换挡系统
的改造升级项目，手上有几个项目同

时进行，加班加点是常事。”她说。
杨桂香是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大马力轮式拖
拉机传动系统的研发工作。她与拖拉
机结缘，要从18年前说起。

2001年，杨桂香从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农业机械化专业毕业后，成为一拖
集团的一名工程师。“拖拉机和汽车一
样，都有换挡系统，我的工作就是为拖
拉机设计换挡系统。”杨桂香说，当时国
内拖拉机基本都采用机械换挡，相当于
汽车的“手动挡”；而拖拉机动力换挡这
种“自动挡”技术，在国外虽然已经广泛
应用，但在我国仍基本依赖进口。

2006年，一拖集团启动了国家“十
一五”重大科技支撑计划“200马力动
力换挡拖拉机开发”项目，杨桂香作为
主要研发人员，全身心投入项目中。在
与奥地利专家合作的过程中，她切身感

受到了国内外农机技术水平的巨大差
距。她坦言，这次的项目难度超过了以
往任何一个项目。“细节决定成败。作
为全新的动力换挡产品，每一个环节上
都要高标准、高精度、高要求。”

为了尽早完成这个项目，她每天趴
在图纸上，成百上千的数据通过她手中
的计算器、鼠标，在电脑上呈现出一个
个零件图；为了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
题，她就到车间跟工人们一起装配。

“2008年，项目进入关键期，我却发
现自己怀孕了。”这位“准妈妈”谢绝了领
导的照顾，常常加班到夜里10点，参与
完成了副变速箱、后传动箱、分动箱设计
等任务，项目最终得以圆满完成。

坚守岗位18年，杨桂香共完成授权
专利40项，收获了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省三八红旗手标兵等荣誉。她说：“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作为新时代的技术

人员，我会勇于创新，弘扬工匠精神，为
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作出新贡献。”

商丘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女
子压路机班：把修路当“绣花”

6 月 30 日，商丘市区室外温度达
到34摄氏度。中午12点，文化西路上
传来机器的轰鸣声。商丘市市政工程
总公司女子压路机班班长宁素芳从压
路机上跳下，一边查看路面情况，一边
喝上两口水，她的脸上和身上早已满
是汗水。她说：“前两天我们刚把中州
路和神火大道修好。文化西路我已经
是第二遍修了。”

“我妈妈是当时市里唯一的女压
路机手，开了 29年压路机。”耳濡目染
的宁素芳“女承母业”，也当上了压路
机手，很快就掌握了各种压路机的操
作要领。

与宁素芳“家传”不同，班上其他
几人都是“半路出家”：“老大姐”韩丽，
十几年前刚到班上时从没接触过机
械，宁素芳就手把手教她，如今她是大
家公认的技术能手；副班长何香，为了
练好“车技”，整天泡在车上，一天下来
脚腿发肿，站都站不稳；去年刚来的张
蕾勤奋好学，在大家的帮助下，也能压
出漂亮的曲线路面了。

“开压路机看起来是粗活，其实细
节处理非常重要，要把修路当‘绣花’一
样细致。”宁素芳说，路床、灰土、水稳、
碎石及油面，每一道工序都要分几层碾
压，每一层都要反复压数遍。“比如沥青
层，要保持在110摄氏度以上才能达到
效果，这就要求压路机要紧跟着摊铺
机，但是如果开得太快，路面就会留下
轮机的印记，因此必须先静压再震压，
减慢车速。”宁素芳说，仅沥青这一层，

她们就要反复碾压数十次。
由于工作原因，她们经常不能和

家人长时间团聚。宁素芳说，有一次
自己连续加班好几天，好不容易在一
个雨天到学校去接孩子，孩子却把憔
悴疲惫的她误认成了姥姥。

2017年，商丘市开展百城提质工
程，那是压路机班最繁忙的一段日
子。“当时有 3 条道路要在 20 天内修
完，我们只有加班加点工作，最长的一
次熬了三天三夜。大家累了就在等料
时盘着腿在车里眯一会儿，谁都没有
叫苦叫累。”宁素芳说。

如今，四朵“金花”成为市区一道
亮丽的风景，也收获了全国巾帼文明
岗、省三八红旗集体、省巾帼文明岗等
荣誉。宁素芳说：“方便群众出行连着
千家万户。我们会继续为群众修好
路，用一条条宽阔平坦的道路践行为
人民服务的初心。”

不忘初心跟党走 牢记使命谋出彩

经西华县人民政府批准，西华县自然资源
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六（幅）地块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西华县自然资源
局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见右表）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
见《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

他组织，符合网上出让公告或出让须知中明确的
资格条件，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

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地块如果未

设底价的，报价最高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2019年 6月 28日至 2019

年 7月 29日 登录河南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
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竞买
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19年 7月 29日 16
时。

五、挂牌时间及网址
挂牌报价时间以河南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

系统时间为准。
挂牌网址：河南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

（http://www.hngtjy.cn/home.jsp）。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

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挂牌出让须知及
其他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

竞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
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
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自
动颁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
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
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如因竞得入
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
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当相应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94-2293516
联系人：杜亚飞

西华县自然资源局
2019年6月28日

西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西华县网挂（2019）03号

序
号

1

2

3

4

5

6

地块编号

XH2019
-06

XH2019
-07

XH2019
-08

XH2019
-11

XH2019
-12

XH2019
-13

地块位置

干校路南侧
西华路东侧

中华路西侧
人民路南侧

胡辣汤产业园南
侧、中华路西侧

安康大道北侧
中华路西侧

华兴大道南侧
中原路东侧

华兴大道南侧
中原路东侧

地块面积
（平方米）

30123.82

54608.31

18785.05

93662.47

60435.67

61360.21

土地
用途

居住
商服

商服
用地

商服
用地

商服
用地

居住
用地

居住
用地

容积率

1.0<=
容积率
<=1.8

容积率
<=1.5

容积率
<=4.0

容积率
<=1.3

1.0<=
容积率
<=1.5

1.0<=
容积率
<=1.5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

建筑密度<=
25.0%

建筑密度<=
50.0%

建筑密度<=
40.0%

建筑密度<=
50.0%

建筑密度<=
30.0%

建筑密度<=
30.0%

绿地率

35.0%<
=

绿化率

25.0%<
=

绿化率

25.0%<
=

绿化率

20.0%<
=

绿化率

35.0%<
=

绿化率

35.0%<
=

绿化率

出让
年限

7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70年

70年

有无
底价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起始价
（万元）

2800

5700

3380

3200

5900

6000

保证金
（万元）

1400

2850

1690

3200

3000

3000

本报讯（记者 曹萍）7月2日，记者从省
卫健委获悉，国家卫健委日前发布通知正式
启动全国疾病控制信息化试点工作。据悉，
此次试点工作为期3年，全国共确定8个省
级疾控机构、31个市级疾控机构以及29个
区县级疾控机构为试点单位，我省郑州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等5个疾控中心入选。

据介绍，此次试点工作主要是为了解决
当前各地疾控信息系统“孤岛”和“烟囱”问
题，促进国家与地方疾控信息系统有机结
合。我省的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洛阳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入选市级试点单位，洛
阳市汝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平顶山市郏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郑州市中牟县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入选区县级试点单位。

根据通知，作为试点单位，首先需要按
照国家基本数据集标准和工作规范，整合条
线信息系统，实现系统对接与数据交换，保
障国家级基本信息的数据交换需求。同时
要整合区域健康医疗信息，进一步研究符合
本区域健康发展的大数据应用实践，规范公
共卫生数据采集、再造协同业务工作流程，
不断提升疾病预防的预警预测能力。③6

全国疾控信息化工作试点单位公布

我省5个疾控中心入选

市级试点单位：

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洛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区县级试点单位：

洛阳市汝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平顶山市郏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郑州市中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河小浪底北
岸灌区工程济
源段建成投用
后，可以解决济
源市4.1万亩农
业灌溉用水和
工业企业用水

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