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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事 新希望 新征程
——我省农业机械化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纪实

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机械
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中央一号文件和省委
一号文件连续多年持续聚焦农业农村工作，为农业及农机
化发展指引方向。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省农机中心主任凌中南表示，
今后我省农机化发展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推动农业高
质量发展，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

持续推进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全程机械化。突出抓好玉
米机械籽粒收获、水稻机械化栽植的推广应用工作，到
2025 年，全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要达到
90%。要大力推广节水灌溉、化肥农药精施、秸秆还田离田
等绿色机械化技术，注重高效植保和粮食烘干服务能力建
设，推动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高质量发展。

加快推动农业机械化向更宽领域拓展。立足大农业，
发展大农机。畜牧业重点推进饲料青贮收获和畜禽粪污无
害化处理；设施农业和果蔬产业重点推进温室育苗、田园管
理、清洗分级、包装、保鲜储藏机械化；农产品初加工业重点
推进高品质节能干燥、农产品检测分级及包装等关键环节
机械化等，到 2025年畜牧养殖、设施农业等机械化率总体
要达到50%以上。

培育壮大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一方面，抓好农机服
务主体培育，培育壮大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农机作业公
司等多种农机服务主体，引导农机服务主体之间通过机具
共享、服务联盟等方式组建相对稳定的农机服务联合体。
另一方面，注重服务模式创新，开展“全程机械化+综合农
事”服务，为农户提供全程机械作业、农资统购、培训咨询
及贮藏加工、产销对接、金融对接等产前产中产后“一站
式”服务，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向农业生产全过程、全产业
拓展。

放眼未来，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可以展望，“铁甲铮铮”
展现风姿。从传统的“镐锄镰犁”到如今的“金戈铁马”，农
机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民的“金扁担”不仅挑得越来
越好、越挑越稳，也挑起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和希望，推
动河南在乡村振兴中建设现代农业强省。

“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首要任务。”作为农业大省，我省坚持把粮食生
产作为“三农”工作重中之重，扛稳扛牢国家粮食安全重
任，农机化支撑粮食生产连年丰产又丰收，粮食总产连续
15年超1000亿斤，连续4年超1300亿斤。

农机购置补贴是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强农惠农政
策之一，自设立以来，惠及范围不断扩大，有力促进农业
机械化发展。“十三五”期间，中央和省财政累计安排我
省农机购置补贴资金87.97亿元，补贴各类农机具70.90
万台(套)，受益农户52.84万户，带动投入205.27亿元，大
幅提升我省农机装备结构，有力推动了农业现代化。今
年，全省已补贴农机具17.03万台(套)，受益农户12.70万
户，比上年度分别提高24.71%和25.51%。

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取得长足发展。2019年全
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4.2%，较
2015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其中，小麦生产基本实现
全程机械化，耕种收综合机械率达到98.79%；玉米生产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2%，水稻机收率达到
89.5%，花生机收率由33%提高到69%。

薄弱环节机械化获得突破性进展。通过项目示
范带动、新技术推广应用等综合措施，有力地推动了
花生机收、高效植保、粮食烘干等薄弱环节的突破。
花生机械化收获面积从2015年的 500多万亩发展到
1260多万亩，植保无人机从 2015年的 436台发展到
3133台，增长了 6倍。谷物烘干机从 1348台发展到
3486台，增长了 159%。秸秆打捆机从 3635台发展
到11596台，增长了219%。

农机对农业生产的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全省农
机总动力已达到10357万千瓦，居全国第二位。拥有
拖拉机351万台、配套农具725万部、稻麦联合收割机
20.9万台、精量播种机83.7万台，均居全国第一位，全省
农机合作社数量达到7000多个，居全国第三位，农机社
会化服务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一批合作社
已具备“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功能。

筑牢“中原粮仓”
农机化开启“全程全面”征程

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机化事业发展，7月
17日，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加快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
推进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安排部署，形
成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农业机械的本质是替代劳动力，破解“谁来种地”的问
题。当前，我省农机化面临着一系列重大发展机遇。

种养业结构的调整，要求机械化全面推进。随着粮食
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保护区制度的落实，畜牧、蔬菜、
林果、茶叶、食用菌、中药材、水产等特色农业也要求生产标
准化、经营规模化、发展产业化、方式绿色化。按照计划，到
2025年全省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面积占比、禽畜规模化养殖
率都将达 80%以上。实现这些目标，现代化农机装备是保
障也是基础。

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为大规模的机械生产创造了条
件。我省正在制定实施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打造
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到 2025年将建成 8000万亩
高标准农田。财政将优先保障“三农”投入，预算内投资将
继续向农业农村倾斜。完善的基础设施，将促使农业生产
更适宜机械化作业。

生产方式的绿色化，对农机化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省提出，加强农业资源保护和高效利用，大力发展节水、
节肥、节药、节地农业。积极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推进畜禽
粪污、秸秆、农膜等资源化利用。到2025年，主要农作物化
肥利用率达 41%以上，农药利用率达 42%以上，畜禽粪污
综合利用率达 83%以上，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3%以上。这
必将为加快发展节水灌溉、高效植保、秸秆打捆、粪污处理
等机械化提供重大机遇。

又是一年好收成，机轮滚滚农事新。如今，无论是夏收夏种还是秋收秋种，广袤大地上“铁

马”轰鸣纵横驰骋，成为农业生产新图景。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深耕深松、播种、喷防、收

割、秸秆粉碎还田、烘干等“一条龙”作业，推动农业生产由“汗水农业”朝着现代农业转变，让耕

种管收储加销等环节都轻松起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刘红涛 王永亮

植保无人机作业防治病虫害 水稻插秧机移栽秧苗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农机化面临新机遇

聚焦全过程全产业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立体养殖设备让养殖集约高效 麦收季节，联合收割机抢收小麦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照片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核准，以下机构取得《经
营金融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关于颁（换）发金融保险许可证的公告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中心支公司北环营销服务部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新郑
市孟庄镇孟祥路111号孟庄镇中心
社区（二期）13号楼1单元931

机构编码：000025410184001
许可证流水号：0254458
成立时间：2008年 9月 12日
发证日期：2020年 12月 16日
负责人：樊小明
联系电话：0371-60116082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

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
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
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
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
诉；经保险公司核保，营销服务部
可以打印保单；经保险公司授权，
营销服务部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
理赔。

中鑫之宝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机构住所：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北 19号

绿洲商务5层517号
机构编码：210068000000800
许可证流水号：0122658
成立日期：2012年 12月 12日
发证日期：2020年 12月 1日
负责人：裴建政
联系电话：0371-60209070
业务范围：在全国区域内代理销售保险

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

洛阳众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机构住所：洛阳市瀍河区九都路名车苑
机构编码：41030478507528X00
许可证流水号：0704735
成立日期：2006年 2月 22日
发证日期：2020年 10月 30日
负责人：宋璇
联系电话：0379-63501808
业务范围：机动车辆保险

12月 4日，几名橄榄城小区二
期业主来到开封市示范区新城街道
办事处信访大厅，反映在交房时就
已经缴纳地热水初装费，但一直无
法正常使用，特别是进入冬季家中
用水十分不便，希望办事处能帮忙
协调解决。

接到反映后，新城街道办事处
立即安排人员与橄榄城社区、物业
公司对接，确认诉求属实。物业公
司称曾多次与地热水公司沟通，但
地热水公司以未达到开通交费户
数、供水运营赔钱为由拒绝开通。
得知问题症结后，办事处党工委书
记付晨高度重视，要求分管领导及
相关部门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尽快

妥善解决，保障好居民日常生活用
水。

办事处配合物业公司对小区有
地热水使用意向的业主进行摸排，
同时积极组织开发商、物业公司、地
热水公司多次进行三方会谈，并就
因开通缴费户数造成的供水成本提
高损失共担问题，以及后续群众水
费收取和日常维护人员管理值守等
问题进行了磋商，明确优先考虑广
大业主冬季地热水使用需求。

在办事处的积极协调及相关单
位的配合下，地热水公司与物业公
司最终达成一致，并签订相关补充
协议，目前该小区地热水已恢复正
常供应。 （新办）

维护群众利益
保障居民地热水使用

为切实做好特殊时段消防

安保工作、强化火灾基础防控，

近期开封市开发区消防救援大

队组织开展特殊时段集中夜查

行动。

大队执法人员深入开元广场

等单位组织开展夜查，询问了解

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情况，抽查消

防设施运行、用火用电管理、疏散

通道畅通、火灾逃生自救、应急处

置掌握等情况，同时对辖区内“多

合一场所”违规住人、电动车违规

充电等突出风险进行严查、全面

督促整改。 （施远）

开封市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
组织开展集中夜查行动

近日，周口淮阳区纪委监委成立 6
个督查组，开展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和违
规吃喝问题专项督查。专项监督检查采
取明察暗访的工作模式，紧盯督促责任
落实这个关键，针对公务接待、食堂餐
饮、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婚丧喜庆宴请
等重点问题和党政机关、党员干部及公
职人员等重点群体，重点监督检查全区
各单位有效开展“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餐
饮浪费”专项活动情况，同时专项监督检

查还把节约粮食、制止餐饮浪费作为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的重
要方面，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加强监督
执纪。督促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党
员干部及公职人员带好头、做表率，推动
形成齐抓共管、协同推进合力。“制止餐
饮浪费是一场持久战，我们将立足职能
职责精准监督、创新监督，狠刹奢侈浪费
歪风。”淮阳区纪委书记李启明表示。

（赫健茹）

今年以来，太康县纪委监委多措
并举，强化线索收集,拓宽信访举报

“主渠道”,扎实推进纪检监察信访举
报工作。搭建平台“找线索”。构建

“信、访、电、网、微”五位一体的信访举
报平台，做到来信专人看、来访专人
接、来电专人听、网络举报专人办，不
断从群众信访举报中查找问题线索，
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信访举报

网络。全员接访“查线索”。开展纪检
监察干部全员大接访活动，实行委领
导班子成员约访、委机关干部轮流接
访、乡镇纪检监察干部处理初信初访
制度，将矛盾解决在当地、化解在萌
芽。深入基层“挖线索”。开展“小网
格大走访全覆盖”活动，全县纪检监察
干部深入基层一线，主动出击，深挖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线索。（太纪宣）

周口川汇区坚持以案促改制度化、常
态化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举措、力求实
效，使以案促改工作既走“新”、又走“心”。
结合工作实际，制订《川汇区推进以案促改

“四讲四提升”实施方案》，即讲法律，提
升法治意识，讲纪律，提升规矩意识，讲
党性，提升宗旨意识，讲理论，提升政治
意识。抽调区委党校精干教师组成宣讲

团，巡回宣讲《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民法典》等，进一步提升党员干部党
规党纪意识、依法行政意识、为民服务宗
旨意识和自身修养。截至目前，已组织开
展宣讲活动16场次，听课党员干部群众
2000余人次；建立党员干部问题整改台
账132个，梳理问题800条，对账销号550
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石永华 卢国良）

为适应新型城市化建设发展的需要，
洛阳洛龙区古城街道积极探索小区管理
新路径，突出用好“党建+”模式，发挥小区
党支部作用，在居民与物业之间搭建“红
色”桥梁，打造“红色物业”，全力推动辖区
居民美好幸福的高品质生活。高层次人
才苑党支部创新“红色引领+智慧运营”新
模式，建设“家门口”党建志愿便民服务

点，提供包括 24小时上门服务、便民洗
衣、家电维修、健康义诊等在内“全岗通”
服务。高尔夫、奥体花城小区党支部积极
为小区管理搭建“红色”平台，召集小区党
员、物业公司和居民三方代表召开圆桌会
议，针对物业管理难题和居民诉求进行民
主协商，共同探讨解决办法，真正将问题
解决在小区，矛盾化解在基层。（王睿婕）

今年以来，禹州市纪委监委立足职
责定位，强化监督职能，为打造良好的营
商环境新高地提供了坚强纪律保障。提
高政治站位。聚焦优化营商环境，坚决
破除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障碍，使各级
政府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重大
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坚持问题导向位。
点出相关职能部门在公共服务、行政审
批、执法监管等方面可能存在的“痛点”，

梳理出问题清单，确保企业诉求能及时
解决。坚持对症下药。通过畅通举报渠
道、明确政商交往行为界限等举措，加强对
涉及营商环境的重点部门、行政审批部门
等进行明察暗访和纪律督查力度。坚持精
准问责。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切实保障企业的合法经营权益，督促职能
部门履职尽责，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严守政
商关系的纪法底线。 （杨战伟）

一颗“红心”点亮“民心”

强化监督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加强监督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

“地里的灌溉井能用啦，以后我的
地浇水再也不用发愁了。”近日，面对商
水县谭庄镇纪委书记张华的回访，谭庄
镇前谭村村民谭小赖说。此前，该镇纪
检干部走访检查，发现前谭村贫困户谭
小赖耕地内的灌溉井无法正常使用、相
关部门未及时维修的问题，随后督促相
关镇直部门限期完成维修改造。像这
种聚焦群众生产生活、深化监督检查的

“小网格大走访”，是谭庄镇纪委强化脱

贫攻坚日常监督、全力保障扶贫领域任
务落实的一个具体表现。今年是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决胜年，
以有力的监督保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是纪检干部的政治责任，谭庄镇纪委坚
持把监督在一线跟进、问题在一线解
决，将有脱贫攻坚任务的38个行政村、
123户贫困户分成14个小网格，通过纪
检干部大走访，主动发现问题 106个，
解决106个。 （马静静）

“开展作风专项检查 3 次，抽查 3
家单位公车使用情况，共发现问题线
索1个……”这是巩义市纪委监委党风
政风室主任柴辽锋在周工作例会上以
数据的形式晒出的一周工作成绩单。
巩义市纪委监委以 6-45 问题整改为
抓手，创新周例会机制，要求机关各科
室负责人主动晒“成绩单”。会议以工
作自述、现场点评答问的形式进行。

在点评答问环节，分管领导对分管科
室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点评并现场提
问，确保各科室认真总结工作，及时对
标，查找不足，同时制订下步工作计
划，做到工作有安排、有部署，有效增
强干部干事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
性，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该市纪委监委运用该机制
累计召开会议81期。 （王二团）

“小网格大走访”全力保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晒“成绩单”促纪检监察工作发展

“四讲四提升”推进以案促改走新走心

巩义市纪委在审查调查工作
中，从细微之处入手，不断推进审查
调查工作高质量发展。“小研讨”发挥
大作用。审查调查组经常性地开展
复杂疑难问题研讨活动，做到案件哪
个环节出现阻滞，哪里就有研讨。“小
课堂”增强大本领。坚持每周利用两
个课时对纪检监察业务理论、法律法
规进行集中学习辅导，增强业务理论

水平。“小时间”提升高效率。利用班
前工作会时机，对当天审查调查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交代相关注意事项，
做好充分的工作准备。“小教员”成就
大作为。采取一帮一、强弱搭配的工
作方法，搞好帮带互教，提升人员素
质。“小联合”解决大案件。对个别大
案要案，以协作区为单位，抽调精兵
强将，实行强强联手。 （王二团）

禹州市纪委监委通过点面结合
的方式净化全市政治生态，推动以
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积极发挥头
雁 效 应 ，紧 盯 管 党 治 党“ 关 键 少
数”。市委班子成员坚持秉公用权，
严于律己，自觉遵守党规党纪，自觉
接受组织监督、社会监督和群众监
督。开展警示教育活动，深刻剖析
典型案例。结合近期通报的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通过对照检查、整改落

实等，深入剖析案件，深挖问题根
源，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督，使全市干
部真正把纪律规矩和法律法规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利用多种宣传方
式，强化正面舆论引导。紧抓重要
时间节点、传统节庆日、重点人员，
多渠道、多角度、全方位通报曝光违
纪违法案件，教育警示全县党员干
部坚守初心使命，时刻做到知敬畏、
存戒惧、守底线。 （杨战伟）

“五小”发力 推进审查调查工作高质量发展

禹州市持续深化以案促改

强化线索收集 拓宽举报“主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