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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王金刚（左二）与贾红光
（右前）在比赛后庆祝。新华社发

8月30日下午

夺“金”时刻

这是本届残奥会赛场上河南运动员获
得的首枚金牌

也是我国运动健儿在东京残奥会夺得
的第50枚金牌

王金刚 平顶山市鲁山县人

东京残奥会50米蝶泳S6决赛夺冠

30.8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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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7日，平顶山市卫东区东高皇街道上徐村的金牛山上，万亩红灯笼似的无
公害软籽石榴挂满枝头，果农更是喜上眉梢。图为73岁的赵孩、荣泰祥夫妻俩正在
剪枝管理。⑨6 古国凡 李晓光 摄

8月 30日，光山县仙居乡张湾村杏丰园合作社社员正在收获葡
萄。该合作社引进种植了夏黑、阳光玫瑰等高效无公害葡萄，现在喜
获丰收。⑨6 谢万柏 摄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封市考
察时指出，“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在
水利，出路在科技，动力在政策，这些关键
点要一个一个抓落实、抓到位，努力在高
基点上实现粮食生产新突破”。总书记的
讲话精神，让同处中原大地的南阳人倍感
振奋，下决心要把土地根本抓紧抓实。

在南阳，几乎各村地头都立着醒目的
“田长制”公示牌。每个“田长”都要对自
己辖区的耕地负总责，谁在耕地上非法

“动土”后果严重，因为除了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在耕地和山体上安装的“天眼”监察，
还有“田长”和“网格员”动态监管。

保护耕地，必须数量与质量同步。在
南阳，全市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780.5
万亩，高效节水面积257万亩。

坚决有力的耕地保护措施，使南阳市
种植业结构更加合理，粮食生产持续保持
良好态势。2015 年以来，粮食种植面积
由 1918.95 万亩增加到 2020 年 1952.81
万亩，总产量由140.1亿斤增加到2020年
143.94亿斤。

上 图 今 年，唐
河县龙潭镇高标准
粮田示范方共种植
小麦 214.2 万亩，小
麦机收率达到 98%
以上，秸秆回收利用
率达到 92% 。⑨ 3
丰兴汉 摄

□本报记者 刘晓波

8 月 27 日，第四届河南省 2021 年
高素质农民创业创新大赛公布了入围
复赛的100个项目及选手名单。

本届大赛由省农业农村厅、省人社
厅、省教育厅、省乡村振兴局、省总工
会、团省委、省妇联七部门联合主办，河
南农业职业学院承办，组委会共征集
228个项目，经过参赛项目和选手资格
核查、专家评审，100 个项目及选手入
围，将于 9月展开复赛，最终优选 40个

项目进入决赛。
高素质农民创业创新，新在哪？入

围项目和选手有何新变化？记者进行
了采访。

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增长

从项目经营内容和产业类型分类
看：种植类98个，占比43%（包含粮食作
物、蔬菜、水果、中药材、菌类、花卉）；养
殖类18个，占比7.9%（养殖、养殖加工）；
农产品加工类45个，占比19.7%（食品加
工、农产品种植加工）；农业服务类12个，
占比5.3%（农机服务、农业托管服务）；生
态农业类 25个，占比 11%；农业电子商
务类3个，农业设备设施类1个，农业观
光旅游类3个，创意农业类2个，农业模
式创新类7个，农业田园综合体14个。

参赛农民范围不断拓展

从项目经营主体性质看：合作社77
家，占比 33.8%（其中市级以上示范社
13 家，占比 5.7%）；公司 119 家，占比
52.2%（其中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22家，
占 比 9.6%）；家 庭 农 场 26 家 ，占 比
11.4%；个体工商户6家，占比2.6%。

与此同时，年龄在 35岁以下的 61
人，占比 26.8%；35—50岁的 123人，占
比 53.9% ；50 岁 以 上 的 44 人 ，占 比
19.3%。今年参赛选手35岁以下61人，
参赛选手向年轻化态势发展。

返乡创业人才向农村涌动

从项目参赛选手主体性质看：返乡

创业创新人员参赛项目 106 个、占比
46.5%，涉农企业负责人参赛项目 61
个、占比26.8%，农民合作社骨干人员参
赛项目 34个、占比 14.9%，家庭农场主
人员参赛项目18个，种养大户参赛项目
4个，技术人员参赛项目5个。

与往年相比，增加农业技术人员创
业创新项目，返乡创业创新人员参赛项
目数量占绝对优势，返乡创业创新人才
正加速向农业农村涌动。

本次参赛项目各具特色，农业新
业态、新模式快速增长，代表着我省

“四优四化”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一批年轻化、知识化的返乡创
业人才、农业技术人员到农业农村参
与创业创新，即将为我省全面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建设现代农业强省赋予
新动能。③5

228个项目中100个项目入围复赛

高素质农民创业创新新在哪？

本报讯（记者 冯军福）8月 30
日，2021 年郑州市内各区小学招
生报名工作方案公布。市区小学
入学依然坚持属地管理、免试相对
就近入学原则，保证适龄儿童（即
2015 年 4月 30 日前出生）全部入
学。

和往年不同的是，按疫情防控
要求，今年郑州市区小学新生入学
全部转为线上报名。根据儿童年
龄、户籍、家庭实际住址等信息，分
区错峰进行报名，应报尽报，确保
每一名符合入学条件的孩子“应入
尽入”。

今年郑州市区小学新生报名
时间主要分三个时段：

第一时段 9月 1日 8时—4日
23时 59分。凡年满6岁 4个月（经
开区、港区为 6岁），具有郑州市区
常住户口、且父母在郑州市区有房
产的适龄儿童，以及父母一方持有
郑州市区居住证的进城务工人员
随 迁 子 女 ，家 长 登 录“ 郑 好 办
APP”，填写并上传相关资料，按照
系统提示报名。

第二时段 9 月 8 日 8 时—10
日 23时 59分。凡年满 6岁 4个月
（经开区、港区为 6 岁）的适龄儿
童，第一时段报名不成功或错过
报名时间的，在“郑好办 APP”参
加报名。

第三时段 9 月 17 日—18 日，
只面向招收6岁（2015年 8月 31日

前出生）以上、且不满6岁 4个月适
龄儿童的学校（此类学校名单详见
各区招生政策）。家长可根据学校
提供的入学服务指南，扫描学校服
务二维码，按照指南报名。

郑州市区民办小学的报名时
间为 9月 4日—5日。家长登录郑
州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报名
网 址 ：http：//rxfw.zzedu.net.
cn/），填写并上传相关资料，按照
系统提示报名。

郑州市教育局提醒，今年是第
一次全部线上报名，体量大，在报
名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请
家长按照流程耐心操作，如有问
题，可拨打电话咨询。③7

今年郑州市区小学
招生报名方案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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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调研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对河南粮食生产作出重要指示：要发

挥好粮食生产这个优势，立足打造全国

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推动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稳步提升粮食产能，在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有新担当新作为。

作为“中州粮仓”，河南南阳始终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自觉地以粮

食安全为己任，坚持重耕重粮，做到稳

政策、稳面积、稳产量、稳增收。

今年 5 月，在方城县大方种业科
技有限公司小麦育种基地，记者见到
一位与种子“较劲”的老人——大方种
业专业指导李中恒。他说：“我们自主
研发的方裕麦66号，亩产能达到1200
斤左右，去年推广种植后，很受农户喜
爱。”

鼓励种业公司化、市场化发展，现
在，南阳市拥有大型种子企业 18家。
2020 年南阳市粮食产量继续稳中有
升，达到143亿斤，优质中强筋小麦达
到80%以上。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要下决心把
民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
话，激励着南阳人对种业发展“高看一
眼，远谋一步”。

对好种子的专注，透射的是南阳
人对科技支撑的坚持。为了让农技推
广更接地气，方城县成立了 9个乡镇
农技推广区域站，区域站农技人员“包
人到户”。这些“科技特派员”与种植
大户的关系都是“零距离”，谁地里出
现情况，一个电话人就到了。

现在，南阳普遍建立起“县级专
家+区域站技术员+试验示范基地+科
技示范户”的县乡村三级农技推广服务
模式。这些年南阳先后推广了14个小
麦品种，优良品种覆盖率达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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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
记讲了一个“金扁担”的故事。当年，农民
们谈起在吃饱吃好的基础上，境界更高的
愿望时说，将来上山干活就挑着金扁担。

“这个‘金扁担’，我就理解为农业现代
化。”习近平总书记说。

现在，南阳市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挑
上“金扁担”。

33岁的江丹是新野县城郊乡利农农
机合作社的领头人，“当现代‘麦客’可有年
头了。”2004年，16岁的江丹瞅准政策机
会，购买了全乡第一台收割机，又瞄准时
机，成立利农农机合作社。现在，利农农机
合作社成员已达206人，拥有农机126台。

10年来，南阳市农机购置补贴金额累
计超 15亿元。如今，南阳市大中型农机
装备保有量达到 7.1万台，农机专业合作
社总量超过1000家。

走进镇平县想念食品产业园，8座高大
亮眼的“挂面形”粮仓映入眼帘。董事长孙君
庚2008年成立了想念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又逐步探索出“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利益
联结机制，经营起“想念农场”。加入“想念农
场”的农户，种植更规范，更省心，怎么种、怎
么卖不用发愁，价格比市场价还高几分。

从种植源头到农产品加工，越来越多
的龙头企业带领农户逐渐改变着传统农
业面貌。

从“现代麦客”到龙头企业 发力“怎样种地”

从“田长制”到高标准农田 坚守“藏粮于地”

谁来种地？南阳市在广袤田野上不
断深耕、逐渐破题。

“股田制”是宛城区河南楚汉良农发
展有限公司与当地农民的一种合作机
制。公司董事长景旭宁说：“这里的‘股田
制’，就是农户以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公
司以每亩地 400斤粮食的市场价作为兜
底价格给农户，同时约定，每亩地 800斤
以上收益与农户五五分成。”

稳定的“股田制”，农民收益更好，公
司不担心农户毁约，可以全身心从事专业
化种植。

政策稳定，鼓舞新农民大胆进入，经

营机制更加灵活，种地成为“有钱可赚”的
产业；效益看好，又吸引更多新农民不断
加入，推动传统产业焕发新的活力。曾经
令人担忧的“谁来种地”，在未来已来的路
上开始深刻化解。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通过富裕
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
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
成为体面的职业。

铭记于心，外化于行，南阳一直在奋
斗。

（转载于 2021年 8月 30日《经济日
报》01版）

从“股田制”到“新农人”描画“谁来种地”

□本报记者 王绿扬

30秒 81，金刚摘“金”！
8月 30日下午，省残联大楼中

爆发出阵阵欢呼声。会议室里，我
省残疾人运动员和教练员一起观
看东京残奥会男子50米蝶泳S6级
别决赛的直播，见证了王金刚夺冠
的全过程。

“金刚好样的！”看到弟子获得
金牌，王金刚的教练马云鹏热泪盈
眶。2008 年，王金刚开始跟随他
学习游泳。“游泳一般要从苗子练
起。他通过鲁山县残联找到我时
已经 17 岁了，身体条件一般。我
曾经犹豫过要不要接收他，是他的
执着打动了我。”马云鹏说。

马云鹏介绍，王金刚 5岁时遭
遇电击截肢。虽然失去双臂，但在
水库边长大的他水性不错。接受
系统训练仅 10个月，他就在北京
举行的一场残疾人游泳比赛中获
得金牌。“这场比赛的结果让我们
很惊喜，也让他更有自信了。”马云
鹏说。

“金刚话不多，但训练时特别
拼，是个很阳光的孩子。平时的一
些高强度训练，很多队员都完不
成，他一定会咬着牙完成。”马云鹏
说，由于成绩进步很快，王金刚顺

利进入国家队。“每年外出比赛和
国家队集训后，他都会回来跟着我
在省队训练。他虽然已经拿了国
内外很多赛事的金牌，但训练依然
很刻苦。”

东京残奥会已经是王金刚参
加的第三届残奥会，此前的两届残
奥会，他分别收获一枚铜牌。此次
东京残奥会，他共参加 50 米自由
泳、100米自由泳、100米仰泳、50
米蝶泳、200米混合泳等 5个项目
的比赛。

“恭喜金刚，终于圆梦了。”王
金刚的队友、残奥会冠军许庆很为
他高兴。2008 年，正是因为在电
视里看到北京残奥会上许庆的比
赛，与许庆身体条件相似的王金刚
才走上了游泳之路。

两人年龄相仿，同为平顶山
人，又一起征战多年，既是老对
手，更是好朋友。在许庆眼中，金
刚是一个刻苦、执着而又认真的
人，身上有一股“韧劲儿”。“我们
俩在一起时没有觉得彼此是残疾
人，就和正常人一样相处。”许庆
说，“体育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是心
理和精神上的改变。通过游泳、
比赛，我们走出了‘小圈子’，在运
动 中 找 到 自 信 ，实 现 了 自 我 价
值。”③5

金刚摘“金”

●第一时段：
9月1日8时—4日23时59分

●第二时段：
9月8日8时—10日23时59分

●第三时段：
9月17日—18日

扫码看细则

61人
今年参赛选手35岁以下61人
●参赛选手向年轻化态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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