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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记者 7月
14日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为认真贯
彻落实全国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
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坚决遏制
农村新增乱占耕地建房行为，省自然
资源厅下发通知，要求坚决遏制农村
8类乱占耕地建房行为，积极有序推
进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

目前，我省耕地面积仅超过国家下
达目标194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仅超过
国家下达目标17万亩。每年还要为各
类建设提供用地，土地供需矛盾十分突
出。而在农村，一方面是“空心村”现象
严重，另一方面出现违法乱占耕地建房
的乱象。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
要求充分认识开展整治工作的极端重
要性，坚持“零容忍”，控制增量，分类处

置存量，有力有序推进整治工作。
我省对“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

房，强占多占耕地建房，买卖、流转耕
地违法建房，在承包耕地上违法建
房，巧立名目违法占用耕地建房，违
反‘一户一宅’规定占用耕地建房，非
法出售占用耕地建房，违法审批占用
耕地建房”等 8类典型问题切实做到

“零容忍”。凡违反规定、顶风违建
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过立案查
处、挂牌督办、公开曝光等方式，坚决
遏制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势头。

全省上万名自然资源执法人员
正加强动态巡查，对新增乱占耕地建
房行为“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为
保护耕地资源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
供坚强的保障。③4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7月14日，
我省首批 72名“新时代宣讲师”在郑
州进行了集中培训，这标志着我省“新
时代宣讲师”计划正式启动实施。

根据省文明委日前印发的《关于
实施“新时代宣讲师”计划的工作方
案（2020—2021）》，我省组织动员社
科理论界和省直部门的优秀专家学
者以及道德模范、中国好人等，组成
了“新时代宣讲师”志愿服务队。首
批 72名“新时代宣讲师”有郑州大学
博士生导师、河南省育英素质教育研
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东虓，省戏剧家协
会副主席、河南豫剧院党委书记、国
家一级演员汪荃珍，信阳市潢川县双
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党支部书记、全
国道德模范黄久生，南阳市镇平县高
丘镇黑虎庙小学校长、全国道德模范
张玉滚等。

经过集中培训、集中备课，“新时
代宣讲师”将分赴我省各地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以及全省大中小
学校，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和广大师生，
开展理论政策、卫生健康、科技科普、法
律知识、文艺文化、移风易俗、公民道德
等常态化宣传宣讲志愿服务，每人每
半年服务一周时间，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落地生根，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成为县域治理的重要平台、群众工作
的坚强阵地、志愿服务的广阔平台。

为了扩大宣讲的覆盖面，县级融
媒体中心将通过网络直播、议题设
置、交流互动等方式，宣传报道宣讲
的活动现场和群众反响。优秀的宣
讲视频还将在“志愿河南”信息系统
以及全省县级融媒体中心推送，让更
多群众受益。③6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7月 11日，焦作

“火爆一夏，乐购万家”促消费活动在
万达广场启动，将累计发放消费券 1
亿元。

本次促消费活动由焦作市商务
局与阿里巴巴集团本地生活事业部
联合发起，围绕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
切相关的超市、加油站、餐饮、药店、
休闲娱乐等生活服务行业，积极开展
线上领取满减券、免费券，以及折后
折、特价、拼团、一卡通会员特享等各

类促消费活动。
“本次促消费活动将持续到 9月

30日，超过 1000户商家将累计发放
消费券 1亿元。”阿里集团本地生活
事业部华中大区总经理闫优介绍说。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焦作坚持“一手牵两头”、坚决打赢“两
场硬仗”，全力以赴稳增长、促消费、惠
民生，举办了各类惠民促消费活动，生
产和生活秩序迅速恢复，投资和消费
潜力加速释放，经济回暖势头强劲有
力。③9

□本报记者 陈小平

7月 13日上午，许昌市建安区陈
曹乡许东村世纪香食用菌扶贫基地
的蘑菇大棚里，满头大汗的村民刚
刚播完草菇菌种。一见“老熟人”李
彦增进棚，几个人立马围了上来。

“天气比较热，大家注意防暑”“棚里
要及时通风降温，温度过高菌丝被
烧死就出不来菇了”……李彦增温
和地嘱咐大家。

一旁的许东村党支部书记王全
胜对记者说：“从建设扶贫基地，到进
行技术培训，再到蘑菇的种植与销
售，李总真是没少操心。”

李彦增是河南世纪香食用菌开
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与
食用菌打交道 36年，凭借自己的脚
踏实地和刻苦钻研，他硬是将一个农
家小作坊发展成农业产业化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说起自己的致富经历，李彦增陷
入回忆。“以前家里条件非常差，刚开
始种蘑菇的 60元本钱还是借了几家
才凑出来的。”他说，1984年，自己高
中毕业回村后就开始试种蘑菇。跑
到郑州买菌种，拉架子车到扶沟县拉
棉籽壳，照着书本琢磨种植技术，没
日没夜地观察记录……虽然费尽心
血，可刚开始的尝试仍以失败告终。

顶着压力，李彦增四处求教，继
续试种。终于，1985年，李彦增的蘑
菇种植大获成功。

从那时起，十里八村来找他学技

术的人就没断过。都说“教会徒弟饿
死师傅”，可对来求教的人，李彦增总
是说：“你们要想学技术，我包了。”

慢慢地，李彦增的“蘑菇事业”越
做越大，受他帮助的人也越来越多。
2017年，积极响应精准扶贫号召，李彦
增带领公司党员骨干为许昌市建安区
20个贫困村投资建设了20个食用菌
产业扶贫基地。通过“党建+公司+合
作社+标准化+基地（村集体）+贫困户”
的带富模式，公司全程为种植户提供
平菇、香菇、白灵菇、羊肚菌等菌棒以及
技术服务、产品回收，彻底消除了种植
户“种植无技术、产品无销路”的后顾之
忧。许东村就是受益的贫困村之一。

“扶贫基地的建立，对我们村成
功脱贫起到很大作用。”王全胜给记
者算了笔账：基地一共有 14个蘑菇
大棚，一个棚种一季能采鲜草菇 4吨
左右，净利润15000元以上。“通过土
地租赁、进基地打工和分红等方式，
村里的贫困户已全部脱贫。”

30 多年来，李彦增免费为贫困
户、军烈属、困难户供应菌种 80余万
公斤，先后举办食用菌技术培训班
590多期，学员遍布全国。

去年 8月，李彦增还牵头在淅川
县挂牌成立南阳水源头世纪香有限
公司，计划将该公司打造成以云芝生
产加工为主的珍稀食用菌生产加工
出口基地。作为一名有着 30多年党
龄的老党员，李彦增说：“带领大家共
同富裕，才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使
命和价值体现。”③9

争做 河南人·一名党员一面旗

大家富 才叫富

我省对8类农村乱占耕地“零容忍”

“新时代宣讲师”计划启动

焦作发放1亿元消费券促消费

□本报记者 高长岭

每年的7月下旬到8月上旬，强
降雨集中，我省进入防汛关键期。7
月14日，淮河流域防汛调度会议在驻
马店市召开，对今年淮河防汛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

入汛雨大 偏多三成

我省淮河流域面积8.83万平方
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53%，流域内
人口和耕地面积占全省约六成，涉及
11个省辖市，淮河流域防汛对我省至
关重要。

省气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1
年至2019年，淮河流域连续9年汛期
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水库蓄水量
不足。但每年6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
是淮河流域发生暴雨、大暴雨的集中
时段，持续性强降水使淮河干流附近
面临巨大的洪涝风险。

今年淮河流域入汛早，降雨量
大。淮河流域于6月11日入汛，较常
年同期偏早8天至20天；入汛以来全
省共出现7次大范围降水过程，有6
次集中在淮河流域，其中有4次降水
量最大值超过 200毫米。降雨极端
性增强，其中郑州、商丘、周口、驻马
店、信阳、南阳等地的10个县（市）累
计雨量达建站以来同期最多。入汛
以来，淮河流域平均降水量278毫米，
较常年同期偏多三成。

省气象局预测，7月 17日至 18
日，我省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
雨，预计18日以后主雨带将北抬至黄
淮地区，我省进入降水集中期。

组织演练 积极备汛

“近期雨带一旦北抬，淮河流域
防汛压力就增大。要抓好测报预警，
依法科学调度，狠抓预案落实，积极
防御超标准洪水。”省水利厅厅长孙
运锋说，淮河流域自2007年以来，连
续12年未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发生大
洪水的概率在不断增大。

7月14日，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在
驻马店宿鸭湖举行防汛综合应急演
练，旨在全面检验应急救援联调联战
指挥体系和协同能力，进一步提高防
汛抢险应急救援救灾实战能力和水
平。

驻马店市今年修订了防汛抗旱

应急预案、大中型水库防汛抢险和大
坝安全管理等五大应急预案，投入
16.4亿元实施水利工程项目25个，其
中，修复水毁工程8个、除险加固水库
1座、整治水库1座、维修养护小水库
146座、处理河道险工14处。漯河市
在全省率先建立了军地应急协调联
运机制，并组建了以4900名基干民
兵为基础的防汛应急救援队伍。

信阳市压实各级防汛责任，开展
小水库暗访活动，暗访小水库145座，
交办问题 224个，整改落实 211个。
周口市落实防汛物资，全市已经准备
麻袋52.6万条，编织袋256.6万条，铅
丝195.7吨，桩木3200多立方米，防
汛用船66艘、救生衣两万多件。

排查隐患 落实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就致力于治理
淮河。70多年来，淮河干支流上的
水利工程相继建成投用，大雨大灾、
小雨小灾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如
今，随着出山店水库、前坪水库陆续
完工，淮河流域防洪能力得到进一
步提高。

当天的会议强调，对淮河流域防
汛工作存在的短板要有清醒的认识，
流域工程体系还不够完善，164座大
中小型水库存在病险问题、4处蓄滞
洪区安全建设滞后，尚有360处河道
险工险段待处理；少部分责任人履职
不到位，部分预案内容不够细致扎
实，损坏的监测预警设施还有部分没
有修复，工程调度不够规范，上下游
兼顾不足，这些问题给防汛工作带来
了极大的风险。

省应急管理厅指出，淮河流域内
河道防洪标准偏低，出山店水库、前
坪水库尚未经受洪水考验，低洼易涝
耕地面积大，整体防灾能力较弱。部
分城市防洪体系不完善，达不到国家
标准，城市防洪压力大。

当天的会议要求，各地要组织对
辖区内各项防汛备汛工作进行再排
查，针对问题，建立台账，并跟踪督
办。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及
时、准确发布雨情、水情、墒情，为科学
调度、科学决策提供准确信息，各部
门要协作配合，科学调度，确保将损
失降到最小。要夯实防汛责任，将责
任贯穿各个环节，确保责任落实到
人，任务落实到岗，尽最大努力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③5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7月 14日，
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自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开展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凝心聚
力，忠诚履职，对黑恶势力发起了强大
攻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成
效。截至目前，全省警方共打掉黑恶犯
罪团伙 1326个，成功侦破全国扫黑办
和公安部挂牌督办的一批社会影响大
的涉黑涉恶犯罪案件。

两年半来，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始终
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的部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咬定预期目
标扎实推进，组织多轮实地督导，紧盯
线索核查、案件侦办、“打伞断财”、问题
整改等重点工作，保持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强大声势。尤其是各级公安机关
主要领导切实履行扫黑除恶第一责任
人的责任，以上率下、主动靠前，层层传
导落实，有力推动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向纵深发展。

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全省各级公

安机关受理群众举报线索到期办结率
达 98%，其中，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和
省委巡视组交办线索已全部办结，公安
部督转线索办结率达98%。经核查，各
地共从中发现打掉 561个涉黑涉恶团
伙，挖出了郑州马书喜、洛阳狄治民、鹤
壁李含富等一批涉黑犯罪组织。2019
年度，全省公众安全感、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成效公众满意率分别达 96.36%和
96.14%，同比分别上升 2.63个、3.07个
百分点，创历史新高。

严厉惩治黑恶势力。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打掉
黑恶犯罪团伙 1326个，一批群众深恶
痛绝的涉黑犯罪组织被成功打掉，赢得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同时，省公安
厅先后组织 14 次扫黑除恶“雷霆”行
动，探索的“同类犯罪集中打、有组织犯

罪深化打、新型犯罪攻坚打”新模式，已
成为河南公安机关精准打击各类违法
犯罪的利器，并被中央政法委列为政法
领域改革的典型示范。

有力深化除恶务尽。全省公安机
关在“打伞”“打财”上持续发力，与纪检
监察机关通力合作，实行“一案三查”
工作机制，将案件查办与清查涉案财
产、深挖利益链条同步进行，有效破除
了黑恶势力的“伞网”保护，有力摧毁
了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严防黑恶势
力死灰复燃。

巩固扩大斗争成果。全省公安机
关努力克服疫情的不利影响，精心组
织、多措并举，有力推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向纵深发展。在公安部指挥协调
下，省公安厅扫黑办、“猎狐办”等部门
积极工作，分别从菲律宾、新西兰成功

劝投全国扫黑办和公安部挂牌督办的
涉黑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梁某某等 3
人。同时，“伞网”清除、黑财清底、行业
清源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省公安厅扫黑办主任、刑侦总队总
队长赵根元说，下一步，全省公安机关
将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公安
部的有关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扛稳扫黑除恶政治责任。聚焦重点
任务，加大克难攻坚力度，提高线索核
查质效，对尚未办结的线索，加快核查
进度，着力提升成案率和群众满意度，
提升破案攻坚水平。紧盯扩线开源，挖
出打掉一批隐藏较深的涉黑涉恶犯罪
团伙，保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长效
性、可持续性。紧盯长效常治，围绕完
善战法建机制，深入研究涉黑涉恶犯罪
新动向。总结固化办案经验，围绕群众
满意建机制，致力于问效于民，建立以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导
向的评价体系，笃定决战决胜之志，夺
取扫黑除恶收官战的全面胜利。③5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符浩

“过去监测水位水量，我们要带
着笨重的机器，人背肩扛，下水取样，
一天也测不了多少数据。因为来不
及测，数据更新也不及时。”7月 14
日，淮滨水文站，干了31年水文监测
工作的张建华拿着水文遥测设备自
豪地说，“现在好了，水文监测用上了

‘科技芯’，配备的遥测多普勒剖面测
流仪可以适时监测流域水量，与上级
部门及时共享水文信息，节省时间不
说，人员安全特别有保障。”

受江淮主雨带北抬影响，7月11
日8时至12日8时，信阳市普降大到
暴雨，局部大暴雨。7月13日 8时至
14日8时，淮滨站水位27.59m，流量
1840m3/s……淮滨水文站站长李涛
正向记者介绍着电脑上的数据，手机
突然响起“叮”的一声，李涛看后说：

“信阳市气象局经过分析研判我们上
报的数据，及时向群众发出了汛情预
警信息。”

淮滨县地处淮河中上游，淮河干
流横贯全境，洪河、闾河、白露河等三
大支流环绕，历史上十年九淹，有“洪
水走廊”之称。淮滨水文站作为国家
重要水文站和省界控制站，地理位置
极为重要。

“我们主要承担收集积累基础水
文信息，为国家、流域机构及省、市、

县提供水文情报预报等任务。”李涛
说，“主动报汛手段有遥测、网络、语
音电话、手机短信与微信等，群众还
可在信阳开发的报汛查询软件上查
询气象卫星云图、全市实时雨情水情
信息。”

为健全防汛减灾体系，提高防
汛抗洪能力，淮滨水文站坚持“大水
文”的理念，时刻绷紧安全弦，严格
落实各项制度，人员 24小时值班在
岗。“汛期之前，我们已经对设在淮
河河道各处监测点的设备进行了检
测保养，确保大水未来，备汛不止。”
李涛说。

为了完善测报方案和应急预案，
该站还配备了缆道测流、多普勒剖面
测流仪等，准备了多个大测流方案：
水位28.00m以下时，采用缆道测流；
水位在28.50—30.50m时，用大小船
配合缆道测流；水位超过30.50m时，
采用多普勒剖面测流仪测流；遇超标
准特大洪水时，调用淮河防汛1号大
船，或者申请信阳地方海事局和淮滨
县防办快艇支援测流；当出现异常洪
水时，除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采
取各种措施进行流量施测外，还将组
织人员到基本断面下游约 4公里的
淮河二桥启动电波流速仪，分段在水
面施测流速，计算流量。

河南将迎来新一轮降雨，淮河
防汛进入关键阶段，淮滨水文站已
经全员备战，做好了全面防汛备汛
工作。③5

防汛用上“科技芯”淮滨水文站

我省警方共打掉黑恶犯罪团伙1326个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效

淮河流域备汛忙淮河流域备汛忙

7月14日，郑州市二七区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所工作人员开展防汛应急救
援演练，对辖区积水严重区域提前预判，摆放安全警示牌、爆闪灯等设施，并
进行抽水排水，人工清掏疏通下水道等作业。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7月 14日，全省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在汝南县宿鸭湖举行。来自应急、
水利、消防、民兵、社会救援组织组成的应急演练队伍开展包括管涌抢险、水
上搜救、决口封堵、紧急救助等项目的防汛演练。⑨3 孙凯 摄

防汛备汛防汛备汛 防灾减灾防灾减灾

7 月 12 日，卢
氏县东明镇东营村
洛河滩涂上的 300
余亩油葵盛开，花海
绵延，美不胜收。近
年来，该村因地制
宜，利用洛河滩涂
土地种植油葵、油
菜等经济作物，帮
助村民增收。⑨3
聂金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