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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郑法魁

1月 4日，第九届中国·鄢陵蜡梅
梅花文化节在鄢陵花木博览园隆重开
幕，展会时间将持续至2月9日。

鄢陵被誉为“中国花木第一县”，
在众多花木产品中，蜡梅最具特色。
与其他地方相比，鄢陵蜡梅具有蜡质
厚、香味浓、花型大、花期长、耐寒能力
强等特点，被列为蜡梅上品而享誉海
内外。中南海紫光阁、北京颐和园、北

京明城墙遗址公园、北京世博园、上海
海湾国家森林公园、美国林肯纪念馆
等都有鄢陵蜡梅凌雪怒放。2006年 9
月，鄢陵县被中国文联、中国民协命名
为“中国蜡梅文化之乡”。2013 年 7
月，“鄢陵蜡梅”被确定为“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目前，全县蜡梅种植面
积3.7万余亩，年产值 5.57亿元，拥有

“虎蹄蜡梅”“素心蜡梅”等 30多个常
见品种，产品远销全国近30个省（区、
市）。

本届“二梅”文化节主要活动共有

6项，包括开幕式、蜡梅产业论坛、蜡
梅梅花展览展销、评奖颁奖、文旅主题
活动、招商推进会等，其中文旅主题活
动包括蜡梅梅花书画摄影展、网上蜡
梅梅花文化旅游节、花博园民俗文化
节、“花都”冬季特色游等，将展示各类
盆景作品 500 件，插花作品 62件，设
置精品艺术地景 13处，设置花博园、
鄢陵梅园、花木交易市场、科新蜡梅
园、新科梅园和世界蜡梅园 6个参观
点，计划展示名优新特蜡梅品种 60
多个。

鄢陵邀你“踏雪赏梅”
——第九届中国·鄢陵蜡梅梅花文化节1月4日开幕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 实习生
谢卓）1月 3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
厅获悉，我省去年秋播小麦面积继
续稳定在 8500 万亩以上，一二类
苗比重为 87.2%，今年苗情明显好
于常年。

省农业农村厅农情调度显示，
我省去年秋播小麦面积继续稳定
在 8500 万亩以上，与上年持平。
优质专用小麦稳步发展，我省去年
秋播优质专用小麦面积达 1349.7
万亩，较上年增加 145.7 万亩。其
中，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积 10万亩
以上的县（市、区）59 个，面积占全
省 优 质 专 用 小 麦 种 植 面 积 的
91.5%；千亩以上单品种片区 2609
个，面积占全省优质专用小麦种植
面积的 93%。

当前，我省越冬期的小麦苗情

明显好于常年，一二类苗比重为
87.2%，比常年高 4.1%；三类苗比重
为11.8%，比常年低4.1%；旺长苗比
重为 1%，与常年持平；12个省辖市
一二类苗比重高于常年，面积占全
省的80.7%。

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负责
人提醒，尽管我省越冬期小麦苗情
总体较好，各地仍要做好病虫害监
测预报，指导帮助农民做好病虫害
的防治，尤其对条锈病要“发现一
点、防治一片”，及时进行防控。③5

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 通讯员
王慧敏）2019年 12月 30日，记者在
第九届互联网大会暨 5G商用发布
会上获悉，我省已实现所有省辖市
城区5G网络全覆盖。

据河南省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赵会群介绍，我省高度重
视数字经济发展，近年来持续加强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5G商
用，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加快发展

“互联网+”产业，强化网络信息安全
保障，基于互联网的新产业、新业
态、新产品快速发展，有力推动了经
济高质量发展。

目前，全省网络供给能力大幅
提升，全面实现 20 户以上自然村
4G和光纤宽带网络全覆盖，全省移
动电话基站数、互联网省际出口带
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分别居
全国第 5位、第 4位、第 6位。信息
消费市场持续扩大，全省电话用户
1.15 亿户、互联网用户 1.1 亿户，分
别 居 全 国 第 5 位、第 4 位 ；50M、

100M 以 上 宽 带 用 户 占 比 达 到
99%、89.3%，分别居全国第 1位、第
7位。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固定宽
带家庭普及率均突破90%。

2019年以来，全省信息通信业
聚焦网络强省建设，加快 5G 商用
步伐，强化基础支撑能力，共建成
开通 5G 基站 4189 个，已实现全省
所有省辖市城区 5G 网络全覆盖，
主要开展了 5G 远程医疗和急救、
智慧公交、4K 高清直播、泛在电力
物联网、智慧旅游等方面的应用。
据了解，继郑州、南阳、鹤壁、新乡
等地 5G 商用正式发布后，预计春
节前其余的省辖市将陆续实现 5G
商用。③9

□丁新科

脱贫攻坚的前线，见证着每一个

奋斗者普通而执着的身影。获嘉县中

和镇小官庄村，村民刘喜芳精

心照料着自家的香菇棚。就是

靠着不起眼的香菇棚，这个村

不仅摘掉了贫困帽，还成了远

近闻名的香菇生产基地。新的

一年，还有很多人像刘喜芳一

样在脱贫致富路上奔跑着。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年，

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困

难多，任务重。害怕困难是本能，勇敢

面对才是本事。无视困难不可取，夸大

困难、轻视困难同样要不得。正视困

难、客观面对、有序化解，这才是我们应

对困难的科学之道。那些真正决定事

业高度的目标，往往都要下苦

功夫才能实现，困难也是分水

岭，就像“鲤鱼跳龙门”，跳过去

就是一片新天地。

我 省 还 有 35 万 未 脱 贫 的

老乡，决战决胜之际，我们当憋

住一口气，铆足一股劲，保持进

击的姿态，鼓足克服困难的勇气，延续

好经验好做法，凝神聚力，确保全面小

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3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1月 4日，省
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在郑
州闭幕。省政协主席刘伟出席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和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并讨论了省政府
关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通报，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省政协十二届三
次会议有关事宜、人事事项和有关文
件。赵淑红、何彧、杨丽萍、吕国范、韩
力农、周勇等 6位同志作了大会发言，
印发了 33篇书面发言材料，大家围绕

“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维护社会大局稳
定”提建议、献良策、出实招。

刘伟在讲话中指出，2019年，省政

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部署要求，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
向，切实加强和改进政协工作，努力服
务全省高质量发展，不断探索创新工作
方式方法，自身建设进一步提高，圆满
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2020年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决胜之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新的一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注重在服
务全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治理中发挥
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广泛凝聚中原更
加出彩事业的磅礴力量，提高运用制度

机制干事创业的能力，全面从严加强自
身建设，为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刘伟强调，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
议是在关键时间节点召开的重要会
议。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全心投
入、团结协作，在提高政治站位、高质
量议政建言、创新会议内容形式、提供
优质会务服务、严明会风会纪等方面
做出新样子，高标准高质量高效能做
好工作，确保会议圆满成功。

省政协副主席钱国玉、李英杰、龚
立群、张亚忠、高体健、周春艳、谢玉安、
刘炯天和秘书长王树山出席会议。③9

今年小麦苗情明显好于常年

5G网络已覆盖所有省辖市城区

在脱贫致富路上奔跑

省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闭幕
刘伟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记者
1 月 4日获悉，2019 年度国家级和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日前
公布，在教育部首批认定的4054个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中，我
省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共有 40个专
业榜上有名。其中，郑大 21 个,河
大19个。

2019 年 4月，教育部启动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提出
2019 年—2021 年建设 10000 个左
右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点和 10000
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点。根
据安排，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分

“两步走”：第一步被确定为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教育部组织
开展专业认证，通过后再确定为国
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日前，多所高
校官网发布消息称，经各高校网上
申报、高校主管部门审核，教育部

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评议、投
票，教育部认定了首批 4054 个国
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同时，
经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推
荐，确定了 6210个省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

教育部要求，对首批入选的专业
建设点，各地各高校要完善支持措
施，坚持需求导向、标准导向、特色导
向，强化专业特色，持续提升专业内
涵和建设水平；要以专业认证促进专
业高质量发展，形成以提高人才培养
水平为核心的质量文化。③4

□本报记者 张华军 成利军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范长坡

一个人的金色年华应该怎样度
过？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谷丹丹的选择是，投身农村人社

工作，让青春在为群众服务中怒放。
今年35岁的谷丹丹，是平顶山市叶

县辛店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所长。
2011年，叶县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试点工作，在全县18个乡镇成立
人社所，急需派遣一批人员到乡镇工作。

消息传开，别人都在托关系想办
法留在城里，刚参加工作、从小在县城
长大的谷丹丹，却毅然报名下了乡。

这一下，就是整整8年。
8年时间，从一个娇柔纤弱的“城里

妮儿”，到一位活力四射的基层干部，谷
丹丹成为大爷大婶们的“亲闺女”、社保
协理员们的“老大”，爱心志愿者的“义
工妹妹”，驻村干部的“丹哥”……

“农村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只要根
扎得深，多小的苗都能长成参天大
树。”面对采访，谷丹丹这样说。

七碟子八碗的这些小事，
都是老百姓家里的大事

谷丹丹兴冲冲地去辛店镇报到，
是2011年的10月。但迎接她的，却是
一个“下马威”。

辛店在叶县东南隅，距离县城 30
多公里，坐公交车需要50多分钟，是县
里最偏远的山区乡镇。

那时乡村公路质量差，路面坑洼
不平。“辛店五十五，坐车如跳舞；不治
高血压，专治肠梗阻”，近一个小时的
车程把丹丹给颠了个翻江倒海。

这还不算，当她来到人社所的办
公室时，房顶漏水、墙壁脱皮、地面潮
湿、光线阴暗、家具破旧——这是白天
看到的；当夜里老鼠在宿舍里打架嘶
叫，当雨夜雷电在窗外炸响，下乡前的
浪漫豪情被现实一点点打碎。

“最叫人难受的，是不被信任。”谷
丹丹说。

一个年轻漂亮的城里姑娘到偏僻
小镇工作，人们第一反应是“来镀金
的”“这妮儿一看就不是来干事的主
儿”。村干部和办事群众对她不冷不
淡，脾气大的还会嘲讽和诘难；再加上
缺乏农村工作经验，谷丹丹没少被挤
兑得哭鼻子。

与此同时，生活无忧的丹丹也没
怎么把农村养老保险这项工作放在心
上。她想，一个月就发60块钱，搁住费
这么大劲吗？

就在谷丹丹对自己的选择产生动
摇时，几件事情迅速为她校正了人生
指针。

2012年年初，辛店镇第一批养老
金发放下来。谷丹丹亲眼看到赵沟村
一家婆媳俩，因为养老金由谁保管，当
街对骂，反目成仇。

“一个月 60块钱就能让老人在孩

子面前挺起腰杆，看个小病就不用伸
手了，割块肉吃都能自己说了算！”村
委会主任的解释，让她第一次明白了
60元养老金对于农民的分量。

2012 年 5月，人社所对符合领取
养老金政策的老人进行集中认证。第
一站，谷丹丹选择了最穷、最偏远的大
徐村。

那天天气不好，半路上开始刮风
潲雨。面包车在泥水中颠簸了40多分
钟才到了大徐村。

“来了来了，可等来了！”当被颠得
一肚子火的谷丹丹走下车时，眼前的
一幕顿时让她惊呆了——前边不远
处，一辆拖拉机停在风雨中，车斗里黑
压压一片老人，群雕一样迎风而立，伸
着脖子向这边张望。

一看丹丹他们来了，老人们挤着要
下车。谷丹丹急得直跺脚，冲着大徐村
支书司海宽喊：“这是干啥呀！不是说
好了，我们一家一家上门认证吗？”

“听说你们要来，大家都说闲着也
是闲着，还不如一块来得好。”司海宽

“嘿嘿”笑着解释的时候，谷丹丹心里
却像打开了一扇天窗，刹那间明白了：

“老人们可不是没事干。他们不顾腿
脚不便顶风冒雨坐着拖拉机赶来，分
明是怕把自己给漏掉了呀。这60块钱
的分量，在老人们的心中重千斤啊！”

从此，那个满拖拉机车斗老人翘首
以待的群雕画面，深深刻在了谷丹丹心

底。她暗下决心，辛店镇39个村5万余
口人，符合领取养老金的近8000人，符
合参保的1.5万人，一个都不能少！

面对堆积如山的资料和近万本存
折，谷丹丹带领全所同志开始了没完没
了的加班。整理资料、电脑入档、初审复
审、分发存折……如同一场进入白热化
的战争，战争之外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了。

“人社所每天面对的，都是东家长
西家短、七碟子八碗的小事。但这些
小事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哪个不
是天大的事呢？”

大徐村的那次经历，让谷丹丹对
自己的工作有了重新认识，“自己的工
作虽然琐碎，却直接关系到群众冷暖、
百姓利益，感到自己可有用哩！”

“孙女”“闺女”“妈妈”和
“义工妹妹”

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建
档立卡、审批发放只是第一步，更重要
的是日常进村入户调查核对，深入了
解每个社保对象的家庭情况，查漏补
缺，确保人证合一、应保尽保。

于是，从第一次养老金集中认证
开始，辛店镇39个村、140平方公里的
角角落落，就印下了丹丹他们深深的
足迹，也建立起人社干部和农村群众
的深厚感情。

大木厂是辛店镇一个山区深度贫
困村，村里 85岁的王记大妈是留守老
人，孩子们都在外打工。丹丹每年都要
到大木厂做几次入户调查，每次非去王
大妈家里看看不可。（下转第三版）

丹丹下乡记
争做 河南人

1 月 2 日，新乡市
卫滨区中召小学师生
共同裁剪了“鼠”你有
福 30 米长卷，迎接即
将到来的鼠年。近年
来，该校大力推进剪纸
特色课程，师生作品在
全国剪纸大赛中屡次
获奖。⑨3 赵云 摄

“鼠”你有福

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公布

郑大河大40个专业上榜

一 二 类 苗 比
重为87.2%，
今年苗情明显
好于常年

87.2%

21 个

郑大、河大共
有40个专业
榜 上 有 名 。
其中，郑大21
个,河大19个1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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