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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共有 5000 多

个瓜菜新品种在石象镇

试验种植。这里建成了

中西部地区最大的瓜菜

新品种展示基地，正在形

成一个集种业交易、种业

科技创新、种业总部经

济、种业会展论坛、农业

观光休闲等功能于一体

的“种业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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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 河南人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谢谢……谢谢！”10月 22日，脑
瘫患儿小明（化名）在父母的教导下，
缓慢地对宋兆普道谢。小明是某福
利院一名先天性脑瘫患儿，智力发育
落后，两年前来到汝州市金庚康复医
院接受治疗，如今已基本痊愈，并被
一个爱心家庭收养。

宋兆普是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院
长，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助残先
进个人、中华慈善奖、河南省劳动模范、
感动中原十大人物等荣誉，并于日前荣
获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我最
大的追求是攻克脑瘫这个医学难题。”
宋兆普说，这是他的初心和使命。

宋兆普出生于医学世家，打小就
熟读《药性赋》《汤头歌诀》《医宗金
鉴》《辩证录》等医书，15岁便成了父
亲的好帮手。父亲乐善好施、仁心救
民，教诲他“只能救人，不许谋利”，这
成为他40年来的行医准则。

2009 年年初，宋兆普接收 100
名汝州籍贫困家庭脑瘫儿童到医院
进行减免费用治疗。同年 4月，他到
郑州、洛阳等地福利机构考察，看到
大量重症脑瘫弃婴，当即承诺要把他
们接到医院救治。

于是，一批批福利机构的脑瘫弃
婴被送到金庚康复医院。宋兆普拿出
医院和家中全部积蓄，购设备、改病
房、招人员，并放弃节假日，一心扑在
医院。往往他白天接诊100多名门诊
病人，晚上守着孩子们到凌晨两三点。

收治脑瘫弃婴越来越多，难题随
之而来：护工工资加上孩子们的花
销，导致资金捉襟见肘。宋兆普把库
存中药换成钱，并拿门诊收入贴补孩
子们；为降低开支，发动医院职工和
全市中小学生捐出旧衣服做尿布。

2015 年，得知新疆和田有很多

脑瘫儿，却没有一家脑瘫康复机构，
宋兆普联合当地医院组建脑瘫儿童
康复机构，派去专家免费指导，并安
排当地医务人员到汝州学习。如今，
新疆和田、喀什地区共建成四家脑瘫
康复机构，救治少数民族脑瘫患儿
6174 人次，其中深度贫困家庭患儿
711人。目前已有2206名孩子康复。

他还把部分脑瘫患儿从新疆接回
汝州救治，为他们设置专属病区和厨
房，免费发放奶粉、衣服、尿不湿等物
品，陪他们一起过生日。在给患儿做
治疗时，还传授家长康复技能，以便他
们回去后能帮助更多的人。

4年来，汝州金庚康复医院共免
费收治 49名新疆脑瘫儿童；12名家
长掌握了康复理疗技术，回去后在脑
瘫康复医院就业。通过救治新疆脑
瘫儿童，民族感情不断加深，和田、汝
州两个城市也因此结为友好城市。

截至目前，宋兆普带领团队公益
救治脑瘫弃婴 3165名，其中 1630名
经治疗符合回归社会条件、760余名脑
瘫孤儿被国外家庭收养。医院被民政
部确定为“明天计划”脑瘫儿童中医药
康复治疗全国定点医院，还承担了河
南省残联“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
项目”，帮助救治脑瘫儿童6328名。③6

□本报记者 李运海

老话说，庄稼长得好，全靠肥料
养。化肥上得少，营养会不会跟不
上？农药打得少，会不会病虫害泛滥，
影响粮食产量？

这是农民关心的话题，也是农业
专家正在聚焦的科研热点。为贯彻原
农业部《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方案》，我省遴选 13个县(市、区)为化
肥农药减量增效试点，并把玉米、水
稻、蔬菜、果树作为化肥农药使用量

“零增长”的试点作物，全力推动化肥
农药减量增效。今年秋季，我省对玉
米、水稻等粮食作物开展减肥减药试
验示范的效果如何？有哪些值得借鉴
的经验？对此，记者近期采访了种植
户和有关专家。

粮食产量不减反增

去年秋收后，罗山县子路镇朱湾
村种粮大户陈贵权与省农科院植物营
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李本银团队合
作，拿出 800亩稻田作为示范田，每亩
地比常规水稻田减施化肥和农药三分
之一以上。

今年秋收期间，省科技厅组织专

家对陈贵权的示范田进行测产，结果
亩产量高达640.7公斤，而常规施肥的
对照田水稻亩产量只有604公斤。

禹州市古城镇钟楼村农民徐景阳
流转的 2300 亩土地今年全部种植了
玉米。他与省农科院植物营养与资源
环境研究所杨占平团队合作，拿出550
亩土地作示范田。正常地块每亩地施
用化肥 60公斤，而示范田只施用复合
肥 45公斤，化学农药用量也比正常地
块减少 30%。今年秋收，省科技厅组
织专家测产，示范田亩产超过 742 公
斤，而常规施肥用药的对照田亩产是
704公斤。

来自省统计局的数字，也印证了这
些示范地块的测产结果。2018年，我
省粮食产量达 1330亿斤，粮食生产连
续八年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我省化
肥、农药施用量在不断减少。2018年
全省化肥、农药用量分别为 692.79 万
吨、11.36万吨，而2015年，这一数字分
别是716.09万吨、12.87万吨。

增产背后的科技密码

化肥、农药施用减少了，产量反而
提高了，秘诀在哪儿？10月 18日，省
农科院副院长乔鹏程告诉记者，化肥、

农药用量不增加甚至减少，不仅得益
于播种、灌溉、植保、农机等领域的技
术进步，更是绿色发展理念与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等的综合作用。

在豫南稻区，种植有机生态大米
成为时尚，很多种植户广泛种植紫云
英、毛苕条子等绿肥，通过绿肥弥补化
肥施用量减少后的营养缺口。“紫云英
的根部长有很多根瘤菌，具有共生固
氮能力，每亩紫云英可产鲜草 2000
公斤左右，平均可为土壤提供6公斤纯
氮，相当于12公斤左右的尿素。”李本
银说。

玉米本就是高肥高水作物，为什
么会“减肥”不减产？杨占平解释说，
农民在种植玉米时普遍存在施用化肥
随意，使用量大的问题。结果，施用的
化肥多，玉米却没见增产。根据这种
情况，专家们对示范田进行测土配方，
根据土壤情况精准施肥，按照需求科
学施氮、磷、钾等肥料；对玉米病虫草
害进行全程预测预报，采用有针对性
的新型高效低毒药剂，实现了化肥农
药减量和农业增效的双重目标。

在徐景阳的示范田，省农科院同时
实施了粮食丰产增效科技创新重点专
项课题“褐土肥沃耕层构建和土壤培肥
集成与示范”项目，针对禹州地区褐土

耕层浅薄、保墒差、肥料利用率低等问
题，开展深耕、新型肥料应用等，改善土
壤结构，让肥料发挥更大的效力。

减肥减药更绿色

根据计划，到 2020年，全国化肥、
农药用量要实现零增长。来禹州市参
加测产的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主
任助理翟勇解释说，在外源性污染和
内源性污染的双重压力下，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瓶颈约束越来越明显。因
此，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满足人民群
众的消费需求，就要加大科技创新力
度，不断研发低成本、实用、好用的技
术，加快推广。

乔鹏程说，玉米是我省秋粮种植面
积最大的作物。因此，针对玉米种植实
施减肥减药增效，对全省实现化肥农药
施用量“零增长”、促进我省农业绿色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减肥减药”也
不是简单的做减法，“减”的背后是“不
减产”，“减”的结果是“增效益”。因此，

“减”的关键是把土地的“营养”补上去，
通过测土配方施肥，给每一块土地精准
施肥；通过有机肥替代化肥，提高土地
的有机质；通过绿色防控，把农药的使
用机会降到最低。③6

宋兆普：仁心救患儿 爱育民族情

减肥又增产的绿色密码

10月 22日，在浚县古城，一场旗袍秀为游客带来视觉享受。浚县古城保
护建设项目总投资50亿元，以修复古城本体与传承历史文化结合，高水平规
划、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动，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16.5亿元，“云溪燕语卫水
舟”的古城风貌正在逐步展现。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记者 董学彦 胡舒彤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一块土地上，能种多少个萝卜品
种？

在位于长葛市石象镇的种业基
地，答案是138个！

“玉翡翠”“博繁里外青”“特选大
青萝卜”“天美 825”“秀绿 1442”……
10月 23 日，河南省 2019 年瓜菜品种
地展博览会在这里举行，琳琅满目的
萝卜品种，让参观者目不暇接。

“其实萝卜品种还不算多，我们
的辣椒品种有 600 多个，西红柿品种
有 520 多 个 ……”该 种 业 基 地 负 责
人、河南鼎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鼎优农业”）董事长朱伟岭的
话语中充满自豪。在他身后，菜地里
是绿意盎然的有机蔬菜，藤架上是色
泽各异的茄子，大棚里是长势喜人的
瓜菜……

2006年，看准农业这个“聚宝盆”
的朱伟岭，毅然放弃大学教师的工作，
回到家乡长葛市石象镇，流转土地
2000 亩研发蔬菜新品种。他研发的
110个蔬菜新品种在全国推广。他创

办的鼎优农业也成为石象镇的龙头企
业，带动多家相关农业企业来此“落
户”。

“我们公司是目前全省唯一具有
蔬 菜 种 子 进 口 权 的 育 繁 一 体 化 企
业。”朱伟岭表示，鼎优农业与中国农
业大学、中国农科院、法国利马格兰
种业集团等国内外科研院校、知名企
业结成了“产学研”合作伙伴，培育的
辣椒、萝卜、西瓜、甜瓜、菠菜等种子
在省内外颇有名气。2018 年，该公
司通过审定蔬菜品种 5 个，登记品种
超过 200个，申请植物保护新品种 20
个。

乡村振兴，种业先行。目前，共有
5000多个瓜菜新品种在石象镇试验种
植。这里建成了中西部地区最大的瓜
菜新品种展示基地，正在形成一个集
种业交易、种业科技创新、种业总部经
济、种业会展论坛、农业观光休闲等功
能于一体的“种业小镇”。

专程前来参加地展博览会的中国
工程院院士、农业专家喻树讯表示，这
个“种业小镇”里创新品种多、作物种
类多，在中原乃至整个中西部地区都
有着典型性、代表性。

小种子谱写惠民大文章。鼎优农
业坚持把种业发展作为助力乡村振兴
的重要举措，采用“龙头带动、市场运
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模式，带动当
地农民脱贫致富。

“良种免费提供、技术全程指导、
产品全部回收，一年光种植收入就有
上万元，俺的生活有了保障，日子有了
奔头。”石象镇李沙沃村村民孙二海
说。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 3至 5年的努
力，使长葛市粮食育种面积达到 30万
亩，蔬菜育种面积达到10万亩，把长葛
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种业强
市、现代农业发展示范市。”长葛市委
书记尹俊营说。③8

嗬，这个“种业小镇”不简单

10 月 21 日，
汝阳县刘店镇红里
村村西的一片梨园
里，金黄色的金果
梨挂满枝头。红里
村属于丘陵地区，
过去以种植传统农
作物为主，在驻村
帮扶人员的指导
下，红里村调整种
植结构，引进高端
水果品种金果梨喜
获丰收。⑨6 高山
岳 摄 （上接第一版）引导消费“全年无休”。

谁在买？三四线城市
和小镇青年强势崛起

三四线城市和小镇青年成为不
可小觑的消费黑马。数据显示，在前
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我省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9.6%，超
过城镇居民增速 2.2 个百分点，与之
相对应的是，乡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
增长11.3%，持续高于城镇市场。

随着收入的提高，乡村居民的消
费同样在升级。京东、淘宝等电商平
台公布的数据显示，苹果手机、跑步

机、电动牙刷等产品开始在三线以下
城市爆红，如天猫聚划算在“6·18”当
天的成交额中，三至五线城市购买用
户和购买金额同比增长双双超过了
100%。

通过比对各电商平台公布的数
据可发现，城市消费力的比拼正呈现
出一二线城市成交总额优异、三线及
以下城市成交额增速更快的趋势。

郑广建认为，随着零售企业、知
名品牌向农村市场的下沉，尤其是农
村电商物流“最后一公里”的打通，广
大乡村的消费能力和潜力将进一步
得到释放，为全省经济增长注入更大
动力。③6

消费稳增“经济引擎”作用凸显

4 年来，汝州金庚康

复医院共免费收治 49名

新疆脑瘫儿童；12名家长

掌握了康复理疗技术，回

去后在脑瘫康复医院就

业。通过救治新疆脑瘫

儿童，民族感情不断加

深，和田、汝州两个城市

也因此结为友好城市。

梨满枝头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国家税务总局商城
县税务局全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
找差距、抓落实”总要求，聚焦主题主
线，牢牢把握目标任务，灵活运用活动
载体、创新方式方法，通过入脑入心的
理论学习、身体力行的调查研究、真抓
实干的工作作风，践行初心与使命，推
动主题教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

“学”字当头守初心。在第二批主
题教育学习研讨班上，商城县税务局
党委班子成员、机关全体党员面向旗
帜鲜艳的五星红旗，高举右手，重温入
党誓词。全体税务干部怀揣着对党和
税收事业的赤胆忠心，怀揣着对理论
学习的满腔热忱，静静聆听，虚心学
习，主题教育学习研讨班氛围浓厚，效
果明显。此外，该局推行“主动自学、
结对互学、专题研学、交流促学、以考
评学”五种模式，有效利用线上线下两
种平台，充分结合个人自学与集体学

习，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扎
实推进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查”字在前找差距。“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我们坚持刀刃向内，主动
查摆自身不足，深刻检视剖析落实减
税降费政策、依法组织税费收入、优
化税收营商环境等工作中存在的差
距和短板，制定路线图，明确时间表，
对标对表逐项突破。”该局主要负责
人表示。为推进主题教育与减税降
费工作融合互促，该局召开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纳税人缴费人座谈
会，现场征求纳税人、缴费人意见建
议。此外，该局实行“一对一、点对
点”工作责任制，成立 8个工作组，深
入包户企业开展走访辅导，了解纳税
人、缴费人办税缴费痛点、难点问题，
围绕纳税人需求找短板、围绕政策落
地找不足、围绕服务效果找弱项。

“改”字为本抓落实。在主题教育
中，该局把整改落实作为检验主题教育

成效的重要标尺，围绕检视查摆中发现
的问题，列出问题清单，建立整改台账，
逐一对表对标销号，确保学习教育、调
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到日
常工作全过程。据了解，该局坚持以纳
税人和缴费人的需求为导向，深入推进
便民办税缴费新举措，建立小微企业涉
税诉求和意见快速响应机制，通过电
话、短信、微信群、QQ群及时受理企业
涉税诉求，有效解决纳税人、缴费人反
映的焦点问题。拓展多元化办税渠道，
大力推广应用电子税务局，开展网上报
税专人辅导，自助终端办税专人指导，
节省纳税人的办税成本。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开展
好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结合重点工作、抓住关键环节、
全面深入推进，落实主体责任，以好
的作风抓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该局主要负责人表示。 （黄煜）

商城县税务局：念好“三字经”推进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在全区
各级党组织中开展“百问百改”活动，

“百问”即全区数百个基层党组织以
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多种渠道征求
意见建议；“百改”即迅速回应群众呼
声，集中力量整改百余个群众关注的
热点难点问题，推动主题教育不断往
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一是坚持问计于民，检视问题找
差距。将“自查自纠”与“开门纳谏”
相结合，开通了网上邮箱，线下发放
公开信，结合走访慰问、党支部“手拉
手”结对共建、“我向组织话初心”信
件征集、“4+X主题党日”等活动，共

征求到来自不同层面的意见建议878
条，为检视整改工作获取了第一手资
料。

二是坚持深挖根源，把准症结开
良方。全区科级以上领导班子成员
共确定重点调研课题 286个，带头深
入基层一线，把问题找准查实，把根
源剖析透彻。截至目前，全区四个班
子、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科级以上
领导干部共查找立行立改问题近千
条，均已列出整改清单，使查摆问题
成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
发展的生动实践。

三是坚持靶向发力，即知即改求
实效。集中开展“解民忧、纾民困、暖

民心”行动，通过对整改任务实行清
单式管理的方式，逐一研究制订整改
落实方案和责任分工，做到“一把钥
匙开一把锁”，完成一项销账一项。
区环保局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渣
土车规范化管理，不断提升大气污染
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区卫健委
成立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119支，智能
化家庭医生签约 9.3 万人，改善患者
就医体验；区城管局整治提升辖区道
路19条，增设路外临时停车泊位561
个，公共建筑配建停车泊位 7509个，
新建新能源汽车各类充电桩 217个，
改善群众出行交通环境。

（申盟）

“百问百改”促“立行立改”
确保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