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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欣）8月 13日，记者获悉，省普法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河南省法治县（市、区）创建
活动考核办法》（以下简称《考核办法》）和《河南省法治县
（市、区）创建活动考核细则》（以下简称《考核细则》），为
法治城市创建划定“硬杠杠”。

《考核办法》明确，全省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先
进单位原则上每两年评选表彰一次，实行动态管理机
制。创建考核工作遵循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注重实效、
尊重民意、社会认可的原则，实行属地考核与上级抽查相
结合、主管部门评价与行业部门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按照
规定的权限、条件、标准和程序进行。

依据《考核细则》，我省法治县（市、区）创建考核实行
百分制，考核内容包括坚持依法执政、严格依法行政、保
证公正司法、推进全民守法、深化社会治理等，下设了32
项具体指标。值得一提的是，考核指标体系突出了规范
建设与创新推动的呼应，设置了多项加分项。③4

我省出台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考核办法和规则

为法治城市创建划定“硬杠杠”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8月13日，记者从省招办获悉，
高职高专批院校按程序投档录取后，部分省内院校招生计
划还有余额，有些院校新调入招生计划，8月14日18时至
18日18时面向符合条件的考生增加一次征集志愿。

本次征集志愿在原分数线基础上降20分备档，备档
线为 140分。拟选报征集志愿的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
登录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http：//www.heao.gov.
cn）查阅相关信息，凭本人账号和密码登录“河南省普通
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https：//pzwb.heao.gov.cn）
进入填报志愿界面完成网上志愿填报。逾期网上填报系
统将关闭，考生将无法再进行任何填报操作。③8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 通讯员 琚青青 桑涛）8月 13
日，兰考县社会保障·市民卡及电子社保卡启动仪式举
行，标志着我省县域人社服务从“实体卡”时代进入“电子
卡”时代。

兰考县社会保障·市民卡项目以“社保卡”为载体，社
保、银行和医院深度合作，应用于社保业务办理、享受公
共就业服务、电子身份认证、日常消费支付，实现“一卡在
手，出门无忧”。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电子政务中心主任王高峰
表示：“兰考县是我省首个启用社会保障·市民卡及电子
社保卡的县，这标志着我省县域人社服务从‘实体卡’时
代进入‘电子卡’时代。”

兰考县中心医院院长潘永胜介绍，启用市民卡实现
了群众持社保卡可在兰考县中心医院、兰考县第一医院、
兰考县中医院、兰考县妇幼保健院等四家医院就医，无需
办理就诊卡；可直接通过医院自助机、医院窗口、行政服
务市民卡窗口、兰考市民卡APP四个渠道充值，在四家
医院可以互联互通就医结算，无需重复充值；可以通过自
助机、兰考市民卡APP实时查看就诊信息、消费明细、化
验报告。③5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
芳）“我经常想起大石岩村那棵老槐树和树下那口
井……我也想像老槐树一样为咱村遮风避雨！”8 月 9
日，由鹤壁市豫剧牛派艺术研究院倾力打造的大型豫
剧现代戏《头雁归来》在该市艺术中心首映，演出现场
座无虚席。

《头雁归来》是以鹤壁市淇县灵山街道办事处大石岩
村第一书记徐光的事迹为原型创作的一部戏剧艺术作
品，由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金不换主
演。该剧讲述了徐光积极响应老家淇县“头雁回归创业”
计划，放弃安逸的退休生活，拖着病弱之躯毅然回乡带领
父老乡亲脱贫致富的故事，深入刻画了一名优秀共产党
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崇高品
质。据悉，徐光曾先后获得“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河
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两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鹤壁市委副书记张然表示，在全党上下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推出这部主题鲜明的戏剧作
品，将进一步感染和带动更多党员干部，以典型为引领，以
先进为鞭策，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勇于担当负
责，踊跃投身推动“两个高质量”的火热实践中去。③3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
红）8月 13日，记者从河南小秦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
悉，该保护区职工在泔涧峪林区巡护时，发现了一只模样
奇怪的昆虫，经专家鉴定，这是一种珍稀昆虫，名为“叉犀
金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随着矿山治理的开展，小秦岭地区生态修复取得阶
段性胜利，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这次叉犀金龟的发
现，填补了该保护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昆虫纲的空白，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叉犀金龟又名“独角仙”，雄虫体长 40毫米，头部有
角状突起，顶端对称地分叉，状似犀牛角，所以得名“叉犀
金龟”。叉犀金龟栖息于陆地环境，善于飞行，卵生，幼虫
以腐朽木材为食。其体型比较大，外观比较特别，具有一
定的观赏价值；其粪便还可以作为树木的肥料，对自然环
境有一定的净化作用。③8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魏国武 张坤

半年多来，从新乡县青龙路走过的人们
惊奇地发现，位于路北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连心公
司”）厂区内的4个“大烟囱”不冒烟了！

“这几个‘烟囱’曾冒了十几年的烟，逢
年过节也不停。”8月 12日，一名住在附近的
村民告诉记者，以前，白色的羽状烟流从心
连心公司100多米高的“烟囱”冒出，飘行几
公里，看上去很是“壮观”。

这 4个“烟囱”是心连心公司化肥生产
过程中的重要设施——尿素造粒塔。据了
解，造粒塔“冒烟现象”是行业难题，在此之
前，这是国内外所有尿素企业正常生产的显
著标志。

“2007年，我们投资2000万元在4个造
粒塔上增设水洗设备，改造后蒸汽中的粉尘

含量降到 30mg/m3，远低于行业 150mg/
m3的平均水平。”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兴旭告诉记者，心连心公司年产尿素
280 万吨，如此大的产能让造粒环节开足
马力，单个造粒塔每小时排气量达 40 万
m3，看着怪吓人，其实大部分是无味无害的
水蒸气。

这无味无害的水蒸气，给心连心公司带
来不少“麻烦”。虽然该公司长期向周边人
群普及造粒塔的运行原理和机制，但还是经
常有不明真相的群众投诉企业的空气“污
染”问题。为此，心连心公司每年都要拿出
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专门做解释工作，却收效
甚微。

心连心公司认为，给群众造成的“视觉
污染”，同样不可忽视。2017年，心连心公
司决定联合相关科研单位，成立攻关小组，

攻克尿素造粒塔冒烟的顽疾。
“我们采用了干法除尘工艺，在造粒塔

上加装特殊材质、特殊型号的过滤装置，对
尿素粉尘颗粒进行有效过滤回收。”刘兴旭
说，新的工艺中不再使用水，因此彻底消灭
了“冒烟现象”，与此同时，新工艺排出空气
中的粉尘含量降至10mg/m3以下。

2018年 3月，经过一年的联合攻关，心
连心公司对第一个造粒塔改造完毕，并进行
了半年的观察调试完善，确认技术完全成熟
后，又在2018年 12月底前，对剩下3个造粒
塔都进行了改造。

据介绍，心连心公司用于节能环保技术
创新和设备升级的资金累计超过 10亿元，
被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等树为环保标杆，心连
心循环经济产业园获得企业环境信用行为
评价最高级别5A等级。③8

□本报记者 李运海

香菇在夏季能不能出菇？过去不
能。因为香菇喜冷，正常出菇的温度是
10摄氏度到 20摄氏度。夏季气温偏高，
是我省香菇种植的空白期。

8 月 10 日，全省食用菌产业技术体
系香菇品种展示和产业技术交流活动在
卢氏县举行。在卢氏县杜关镇民湾村的
一片香菇大棚里，参加活动的专家和种
植大户看到，一个个菌棒上长满了圆圆
的香菇。

香菇夏季出菇为什么能实现零的突
破？省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研
究员张玉亭说，耐高温新品种的选育突破
是主要原因。2013年开始，我省食用菌

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在伏牛山区、大别山
区、太行山区等地收集分离野生种质资
源，获得有价值的野生菌株 108个，包括
香菇、猴头菌等。根据这些菌株选育的

“豫香一号”香菇新品种去年获得省农作
物品种鉴定证书，今年申报了农业农村部
植物新品种权保护。

设施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是推动因
素。在卢氏县东明镇涧北村，河南信念食
品集团有限公司建设的智能化香菇车间，
能够控温、控湿等，将车间温度控制在 20
摄氏度到 25摄氏度，为香菇生长创造了
适宜的环境。

卢氏县是我省4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计划今年年底实现脱贫摘帽，香菇产业在
该县的产业扶贫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香菇夏季也能出菇，将为贫困户带来
更多的收益。

在民湾村香菇种植基地 34 号大棚
里，香菇的形状、颜色各不相同。张玉
亭介绍，这个大棚是试验品种棚，总共
种植了 52 个品种的香菇。通过试验，
争取筛选出适合我省种植的耐高温优
良品种，确保香菇在夏季也能高产稳
产。

如今，我省食用菌产量和产值已连续
15年居全国第一位。省农科院副院长乔
鹏程说，我省食用菌生产资源丰富，每年
小麦秸秆、玉米秸秆总量高达 7700 万
吨。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不仅能实现秸
秆资源化利用，还能推动脱贫攻坚工作，
带动更多山区农民脱贫致富。③8

夏季也能出菇

香菇跟生长空白期说拜拜

●耐高温新品种的选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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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夏季出菇

为何能实现零的突破？

□本报记者 归欣 曾鸣

悬壶济世数千年，中医中药在新时期
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并在多个领域展
现“作为担当”。去年，中央印发的《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和《关于
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明
确提出，要把发展壮大中药材产业作为助
力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

大别山、伏牛山一带，是我省贫困人口
较为集中的区域，也恰是天然的“中华药
库”。药典上记载的500多种中药材，在这
里都可觅得踪迹。能否就地取材，做出扶
贫大文章？记者在我省多地进行了走访。

一片药材富一方

8月 1日，南召县白土岗镇柿园村的
种植基地里，贫困户孙荣海正在管护防己
药苗。“去年我把家里两亩土地流转给绿
丰源公司，一年土地流转金 2000元。平

时，我在基地里干农活，一天 80元工资，
一年挣一万多元没问题。”他说。

“种植中药材增收成效显著，很受群众
欢迎。”该镇党委书记王树高介绍，目前该
镇已经种植白芨、黄精、防己等中药材
1100多亩，直接带动200余户贫困群众稳
定增收脱贫。

洛阳市园艺工作站站长田玉广认为，
中药材有个独特的“收获期”优势。“多数
中药材不受生长周期规律限制，长短期都
能见效。比如白芨一年能收，三年也能
收。”他介绍。

省农业农村厅扶贫办专职副主任周
慧深告诉记者：“我们做过一个调研，我省
53 个贫困县中，有 45 个适宜发展中药
材。可以说，这是一个能够衔接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的优质产业。”

企业农户手拉手

石斛，号称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药

用价值极高。在新县泗店乡，有人不但把
石斛栽种成功，还种出了名堂。

8月 3日，在位于该乡余河村的石斛
农业种植基地，负责人周文波介绍，基地
种植石斛虽然目前规模不大，但带贫力
度不小，去年基地临时用工达 6000多人
次。“我的目标是再发展 800 亩，打造大
别山‘石斛第一村’。”周文波笑着说，“不
过目前技术推广上还有困难。”

对于周文波的苦恼，南召县绿丰源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董保存“心有戚
戚”。“种植药材相对来说要‘娇贵’一点。”
他说，比如南召特产的鸡头黄精，味道甘
甜，药效很好。但是管理不到位，就达不
到预期效果。

“在中药材种植上，要大力推行‘龙
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省农
业农村厅药材中心党支部书记丁宁说，

“一方面，可以规范农户的种植；另一方
面，能显著提高贫困群众抵御市场风险
的能力。”

中药产业盼做强

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会不会出现供
过于求、价格波动？省农科院中药材专家
梁慧珍表示，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不过从
长远来看，中药材市场空间广，发展潜力
大，仍是帮助群众增收的有效途径。

省农业农村厅药材中心主任陈彦亮
认为，有两项工作堪称“当务之急”，一是
要培育大批“爱药材、懂技术、善经营”的
生力军，力争早日实现全省中药材产业人
才培育全覆盖；二是要树立品牌观念，在
我省的道地中药材里，培育更多“三品一
标”产品。

在前不久召开的全省中药材产业扶贫
现场会上，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赵耕告诉
记者，2018年全省中药材总面积481.4万
亩，总产值 488.86亿元；其中贫困地区面
积 337.1万亩，产值 343.12亿元，占据“重
头”。“发展好中药材产业，一定能为贫困山
区群众脱贫开出‘良方’。”他认为。③9

高职高专批再次征集志愿
降20分备档，今日可填报

兰考社会保障·市民卡启用

县域人社服务进入“电子卡”时代

现代戏《头雁归来》鹤壁首映

“叉犀金龟”现身小秦岭

中药材如何成为扶贫“良药”

这里“烟囱”不冒烟
我们采用了干法除尘工
艺，在造粒塔上加装特殊
材质、特殊型号的过滤装
置，对尿素粉尘颗粒进行
有效过滤回收。新的工艺
中不再使用水，因此彻底
消灭了‘冒烟现象’

脱
贫
有
招

““洋弟子洋弟子””
学太极学太极
8 月 13 日，温县陈家

沟的太极拳文化国际交流
中心，外籍学员在拳师指导
下集体习练太极拳。

近日，主题为“体验武
术运动魅力 分享中国传统
文化”的陈式太极拳培训班
走进温县陈家沟，来自十多
个国家的60余名学员将通
过课堂学习、考察交流等形
式，感悟陈式太极拳的运动
特点，感受中国武术文化的
博大精深。⑨3 徐宏星 摄

叉犀金龟。⑨3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摄

▲传授学员动作要领。▲学员在认真练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