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12 月 10
日，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 5周年
之际，记者从河南省水利厅召开
的座谈会上获悉，截至当天，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5年来累
计 从 丹 江 口 水 库 引 水
259.83 亿立方米，其中为
河南省供水 89.46 亿立方
米，极大地缓解了京津冀豫
等地用水紧张局面。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2014年
12月 12日正式通水。5年来，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为河南省供水接近90亿立
方米，供水范围覆盖我省11个省辖市40
个县（市）的81座水厂、引丹灌区、6座调
蓄水库以及20条河流，受益人口2300
万人，农业有效灌溉面积 115.4万亩。
该工程不仅缓解了我省水资源短缺的
状况，提升了居民用水品质，也明显
改善了沿线城市生态环境，有力促进
了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推动了我省城
镇化发展。我省水资源严重短缺，水
资源总量不足全国的 1.42%，人均水
资源量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 1/5，南
水北调工程通水 5年来成为我省较为
充足可靠的重要水源，受水地区用水
紧张状况得到极大缓解，原来规划的

“补充”水源成为沿线城市不可或缺的
“主力”水源。

“南水”的优良品质，提升了居民

的生活幸福指数。南水北调工程通水
后，输水水质优良，始终稳定达到或者

优于地表水Ⅱ类标准。“丹江水味
道甜，口感就是好。原来烧
水壶里会有好多水垢，用上
丹江水后，几个月了，水壶
里边还是干干净净的，没
有水垢。”在焦作市龙源湖
广场上散步的市民李永忠

说。
生态环境因“南水”而改

善。5年来，通过总干渠向受水地区河
湖水系累计生态补水 16.29 亿立方
米。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累计压采地
下水 5.04亿立方米，受水地区地下水
位普遍回升，其中许昌市地下水位回升
3.1米。

为了保证“一渠清水永续北上”，渠
首和沿线地区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
调整，水源保护区内的污染企业被关
停，生态循环农业遍地开花。渠首淅川
县大力发展金银花等中草药种植，既保
持了水土，也带富了一方群众。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共搬迁安置
丹江口库区移民 16.54万人。我省积
极开展移民后续帮扶工作，移民生活
水平得到大幅提高。目前我省移民人
均年收入达到 12393 元，是搬迁前的
近 3倍。”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王国栋
说。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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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一户要加盖楼房，另一户却怕影响采光坚决不让，前不
久，长葛市董村镇庞岗村相邻的两户人家闹起了矛盾，渐呈
剑拔弩张之势。

这时，村里的“村民说事团”登场，讲利害、析得失，乡音
乡情里透着温暖。本来“针尖对麦芒”的双方怒气渐消，最
终通过微调建筑高度的方式解决了问题。

在庞岗村，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等都是“村民说事团”调
解的范畴。他们愿意管，而且能管好，究竟有啥“高招儿”？
12月 8日，记者直奔庞岗村一探究竟。

“村民说事团”的“团部”设在村委会大院里，室内墙壁
上悬挂着宣传版面，分别介绍了“输液处理法”“降温处理
法”等 10种处理矛盾纠纷的方法。“像‘输液处理法’，就是
当群众对有关政策不了解时，要像输液时一样，不厌其烦地
把有关政策法规讲清楚，做到以理服人……”“村民说事团”
秘书长刘书汉告诉记者，“这 10种方法，是集体的智慧结
晶，也是非常实用的锦囊妙计。”

“‘村民说事团’成立于2017年，前身是村红白理事会，
成员有9人，年龄最大的82岁、最小的63岁，都是村里有威
望、热心肠的‘五老’——老党员、老干部、老劳模、老教师和
老退伍军人。”庞岗村党支部书记庞建峰说，可不要小看这
个“村民说事团”，它为村里解决了不少“麻烦事”，也为基层
治理提供了新路径。

“说”出了文明新风。村里有个在外地搞建筑的庞老板，
父亲去世后准备大操大办，专门在外预订了菜品和烟酒。“村
民说事团”团长庞仁贵闻讯赶到，摆出村规村约，采用“输液
处理法”“改变处理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劝说庞老
板把菜品和烟酒退了，按村里规矩办，全部吃大锅菜。

“没想到，第二天，他外地来的一些朋友听说这件事，没
人嫌他小气，反倒夸他明事理，‘村民说事团’也赢得了全村
群众的认可。”庞建峰说。

化解了矛盾纠纷。与村委会大院一路之隔，有一块十
多亩的土地，分属庞岗村五组的 30余户群众。由于地块
小，种庄稼不合算，他们就在地里种了树，树长高后却影响
了旁边六组地里庄稼的生长。（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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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省粮食总产再创新高

比上年增长0.7%
再创历史新高

●截至今年，已经连续14年超过千亿斤。

1339.08 亿斤今
年
河
南

粮
食总产量

●今年河南三大粮食作物中，小麦、水稻
单位面积产量均创历史新高。

437.10公斤/亩,比上年增长4.5%

394.14公斤/亩，比上年下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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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安天下的“河南贡献”

1339.08亿斤！

5年调水近260亿立方米

12月 7日，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省人民政府驻广州办事处主办的“出
彩河南”图文展在广州市荔湾区沙面举行。120张图片与美丽的沙面风景融合在
一起，讲述着河南出彩的一个个瞬间。⑨3 王永安 摄

本报讯（记者 樊霞）“中原粮
仓”河南今年粮食生产再获丰
收。12月 10日，国家统计局河南
调查总队发布数据，经国家统计
局核准，今年河南粮食总产量
1339.08亿斤，比上年增长 0.7%，
再创历史新高。

这也意味着，河南粮食总产
量自 2006 年首次突破千亿斤之
后，“粮仓”越堆越满、越堆越高，
截至今年，已经连续 14年超过千
亿斤。

调查数据显示，我省今年种
植结构进一步优化，粮食播种面积
减少。各地认真贯彻中央一号文
件精神，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
调，按照“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
发展思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适度调减玉米等粮食作
物种植，扩大大豆、花生种植，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经济作物。

据调查，我省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16101.81万亩，同比减少257.31万
亩。其中，夏粮播种面积下降0.9%，
秋粮播种面积下降2.3%。

今年我省粮食生产的另一特
点是夏粮增产，秋粮减产。夏粮
总 产 量 为 749.08 亿 斤 ，增 长
3.6%，再创历史新高；秋粮总产量
为590.00亿斤，下降2.8%。

从数据来看，全省小麦、水稻
单位面积产量创历史新高，玉米
单位面积产量下降。今年河南三
大粮食作物中，小麦、水稻单位面
积产量均创历史新高。其中，小麦
单产为437.10公斤/亩，比上年增长
4.5%；水稻单产为554.11公斤/亩，
比上年增长 2.8%；玉米单产为
394.14公斤/亩，比上年下降1.5%。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有
关负责人表示，整体来看，今年气
候条件较为适宜，夏粮和主要秋
粮单产均较上年有所提高。此
外，今年中央和省财政共下拨 1.5
亿元专项资金，用于豫南 6市 36
个县赤霉病统防统治，预防面积
是近年来最大的一年，也是效果
最好的一年，狠抓重大病虫害防
控效果显著。

“今年是我省粮食产量连续
第三年超过 1300亿斤，说明经过
长期的积累与建设，我们已经具
备 了 1300 亿 斤 的 稳 定 生 产 能
力。不仅较好地解决了本省 1亿
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每年向省
外调出原粮和制成品粮食 600亿
斤，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
突出贡献，有效发挥了‘压舱石’
作用。”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副局长刘云说。③6

年底出行
这些信息你要知道
●郑州鼓励“绿色出行”
公交福利“驾到”

●我省将全面取消800公里
以上客运班线

2020年个税专项
附加扣除开始确认

2020年需要享受个税
专项附加扣除的纳税人，
要进行确认或重新采集
信息。

夏粮总产量
749.08亿斤

增长3.6%
再创历史新高

秋粮总产量
590.00亿斤

下降2.8%

554.11公斤/亩，比上年增长 2.8%

玉米
单产

小麦
单产

水稻
单产

●粮食多了腰包鼓了

●蹚出稳产与提质并重新路

●守好“三农”战略后院

新闻速读

“岭上硒薯”
为何畅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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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五周年

本报讯（记者 宋敏）12 月 10日，
全网ETC客户服务中心在郑州揭牌试
运行，全网 ETC服务监督热线 95022
正式开通，将受理ETC投诉和建议，为
ETC客户服务提供统一渠道。

全网 ETC 客户服务中心由交通
运输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筹
建，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
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速公路电子不
停车快捷收费（ETC）应用服务，将为
全国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提供重
要的技术保障。

全网 ETC 客户服务中心立足河
南，将为全国 ETC客户提供 7×24小
时话务及在线服务。主要包括全国营
改增发票业务客户服务、全国ETC服
务监督、河南ETC业务客户服务三大

模块，具体业务涉及：为全国票根使用
客户提供发票开具、通行问题咨询与
投诉受理服务；为全国ETC客户提供
投诉服务，通过部级客户服务系统进
行受理，并跟踪催办处理结果；为河南
ETC用户提供全方位业务服务。

95022ETC 服 务 监 督 热 线 受 理
ETC 办理和使用、非 ETC 收费、通行
费发票、服务投诉等全业务，为公众提
供全天候、多方位、高效能的服务。除
拨打 95022ETC 服务监督热线外，中
国 ETC 服务小程序也同步提供客户
服务，公众线上也可反映各类投诉、意
见、建议等。

据了解，目前全国ETC客户数量已
突破1.8亿，各省（区、市）高速公路入口
车辆ETC使用比例达90%以上。③9

全网ETC客户服务中心郑州揭牌
遇到ETC问题可拨打95022

89.46
亿立方米

为河南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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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张图片
讲述河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