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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北晨）9月 8日，记者从省防汛抗旱
指挥部办公室获悉，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9月 8日 8
时终止省级防汛 IV级应急响应。

据省气象台预报，我省未来 7天基本没有明显降雨
过程。同时，全省主要防洪河道水势平稳，水库运行正
常。经会商研判，按照《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
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作出终止省级防汛 IV级应急响应
决定。

省防指同时要求，目前我省汛期尚未结束，各级防
指及有关单位要继续做好 24小时防汛值守，加强监测
预报预警，及时会商研判，重点做好局部强降雨防范、
超限水库调度管理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③6

本报讯（记者 代娟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亚鑫）
9月 8日上午，2021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名单公布，共10
位。新乡辉县市西平罗乡中心幼儿园园长、教师郭文艳
为我省唯一上榜教师，这也是继王生英、刘文婷、郭天财、
张玉滚后，从河南百万教师中产生的第 5位全国教书育
人楷模。

正要出发去北京参加表彰活动的郭文艳激动地说：
“我只是干了分内事，感谢组织对我的肯定。”这几天，郭
文艳和其他老师一起，正在为下周幼儿园开学紧张忙碌
着。

郭文艳毕业于新乡市第一师范学校，中共党员，
2012 年到辉县市西平罗乡中心幼儿园担任幼儿教师，
2015年担任幼儿园园长。9年来，她坚守太行山区，为山
区的孩子们挥洒着青春、热情和汗水，先后荣获“新乡市
模范班主任”“新乡市优秀园长”“影响中原优秀名园长”

“寻找李芳式的好老师”等荣誉。
2012年，为促进城乡教育均衡，辉县市在西平罗乡

建设了一所中心幼儿园。招聘教师时，生在农村、长在农
村的郭文艳，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县城幼儿园的优越条件，
背起行囊来到了这所位于太行深山区的幼儿园。

山里的留守儿童多，乡民们经济条件相对落后，为让
孩子们享受到高品质的学前教育，她请专家把脉，充分利
用乡土资源，因地制宜，探索开发合适的课程。为给孩子
们提供生态种植园，郭文艳带领老师们从清晨 5点钟一
直干到天黑。

在郭文艳的带领下，西平罗乡中心幼儿园先后荣获
“河南省教育名片”“河南省示范幼儿园”“河南省家园共
育示范幼儿园”等多项荣誉。

要想改变孩子，首先得改变家长。为更好地改变家长
的思想意识，经中国农业大学孙庆忠教授指导，郭文艳带
领幼教团队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以幼儿园为依托的乡村社
区大学——川中社区大学，成为村民们的精神家园。③9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9月 7日，记者获悉，河南省人
民政府近日发布《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从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倡导
健康生活方式、加强社会健康治理等方面，对健康中原建
设全面发力。

《意见》提出，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三年行动等，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
补齐公共卫生设施短板，建立健全城乡环境卫生管理长
效机制。强化城乡饮用水安全保障，实施农村供水保障
行动，分批推进农村供水规模化、市场化、水源地表化、城
乡一体化，到2025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3%。

培养文明卫生习惯，提升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促
进文明卫生习惯长效化。《意见》明确，到2025年，全省人
均预期寿命比“十三五”末提高 1岁，全省城乡居民健康
素养水平达 28%以上。健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完
善城乡体育健身设施，加强健康主题公园建设，推动公共
体育设施、学校和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
打造高质量的“15分钟健身圈”。到 2025年，全省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③6

我省终止省级防汛IV级
应急响应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名单公布
辉县市山区幼儿教师郭文艳上榜

2025年健康中原新目标确定

打造15分钟健身圈
人均寿命延长1岁

□本报记者 龚砚庆 史长来
实习生 钱程 胡瑞

9月 7日上午，尉氏县城二环路上河南
金田地农化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声
隆隆，包装生产线上的工人们正忙碌着。

“从‘7·20’暴雨到新一轮新冠肺炎疫
情，企业受损严重。我们公司能顺利复工复
产，要感谢县委、县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全
力帮助、支持！”公司总经理张东海激动地说。

暴雨后的7月 22日下午3点多，正在乡
镇调查企业灾情的尉氏县科工信局局长齐

建政，收到尉氏县顺昌纺织有限公司的求助
信息：厂区全部被淹，希望领导重视。

齐建政当即驱车前往，并安排相关工
作人员尽快赶到企业查看受灾情况。可当
时很多道路都被大水淹没无法通行，费尽
周折，他终于在县城北三环见到了顺昌纺
织公司的经理李石成。一见面，李石成就
哽咽着抓住齐建政的手不放：“我们的损失
太大了……”

过了一会儿，闻讯赶来找齐建政的张东
海更是心急火燎。他的两个企业损失严重：
华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全部泡在水中，

金田地公司机器设备被淹，原材料、包装箱
都已不能再用。

特大暴雨致尉氏许多企业受灾严重，但
抢险还未结束，新冠肺炎疫情又至，原材料
进不来，产品销不出去，生产处于停滞，企业
家们心急如焚。

如何克服汛情疫情双重影响，切实为企
业提供帮助、减少损失？尉氏县委、县政府
迅速作出部署，为企业“送政策、解难题、办
实事”，发挥服务企业“一米团”机制，为企业
提供保姆式服务，认真为企业排忧解难，提
振企业发展信心，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和创新

创造活力。
针对当时最为迫切的解决人员、车辆交

通“梗阻”问题，尉氏县委、县政府一方面指
导企业科学防疫，另一方面及时上报、协调，
8月 6日—10日、8月 21日—25日，县助企
办共为企业办理通行证450张，保障运输货
物约3500吨。

“解决了运输‘梗阻’问题，人员、物资能
进来了，我们又看到了希望。如今复工复产
了，一切正在好起来！”张东海说。

目前，尉氏县规模以上企业复工复产率
已达100%。③5

□本报记者 曾鸣

9月 7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我省将
于 9月 17日首次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发行 5
亿元河南省政府债券。

通过银行柜台发行政府债券有哪些优
势？个人和中小机构投资者如何进行认购、
交易？记者邀请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进行
解读。

投资门槛低 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据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
2021年河南省政府债券发行计划安排，我
省将于9月17日发行2021年河南省政府一
般债券（十一期），债券代码为“2105812”，
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2亿元，其中通过商
业银行柜台计划发行不超过5亿元，品种为
3年期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

本期债券发行日为 9月 17 日，分销日
为 9月 22 日、23 日和 24 日，起息日为 9月

27 日，上市日为 9月 29 日，每年 9月 27 日
（节假日顺延，下同）支付利息，2024年 9月
27日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债券
面值100元，投资者认购债券数量为100元
面值的整数倍。

对于公众关心的票面利率，记者获悉，
将于 9月 17日通过银行间、交易所市场面
向2021年河南省政府债券公开发行承销团
公开招标确定。

本期债券资金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债券资金
主要用于水利设施、交通运输、市政建设等
项目。

投资者请认准这9家银行

据了解，本期债券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发
行承办银行名单如下：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和中小机构投资者可以在分销期
内（9月 22日、23日和 24日）在上述银行营
业网点柜面认购，也可以通过电子银行渠道
（包括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认购。9月 29
日上市后，投资者如需变现，卖出债券后资
金可实时到账。

债券复核查询机制保障投资者权益。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设置有柜台债券复核
查询电话，投资者在认购或交易债券后，可拨
打400-666-5000复核债券持有情况。

本期债券需披露的信息于 9月 10日在
河南省财政厅和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门
户网站公告披露，网址如下：河南省财政厅
http：//czt.henan.gov.cn/，中国债券信息
网https：//www.chinabond.com.cn/。

认购债券可多重获益

地方债柜台业务具备哪些优势？

首先是信用等级高且收益稳定。地方
债体现地方政府信用，安全性高、收益稳定，
适合对本金安全和收益率有一定要求的投
资者。

其次，债券认购起点低，网点、电子渠道
交易便利。柜台地方债的最小认购面值是
100元，几乎不设投资门槛。开办柜台业务
的银行营业网点多，大部分开办机构还开通
了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服务，投资者足不出
户即可方便快捷完成交易。

对于本省投资者来说，认购政府债券可
多重获益。一方面本地居民有参与地方建
设的热情，投资地方债后可以实时监督项目
进展，促进财政资金高效运作；另一方面投
资者可以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享受公共设施
优化、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带来的便利。

“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发行河南省政
府债券，将会更好发挥河南省政府债券对稳
投资、扩内需、补短板的作用，也能增强投资
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度和获得感。”省
财政厅相关负责人说。③6

我省将首次通过银行柜台发行政府债券
●个人可认购 ●100元起购 ●可多重获益

“一切正在好起来！”
——重建美好家园系列报道之六

本报讯（记者 刘晓波）9月 8日，记
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河南省2021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将于 9月 23日举
行，主题是“庆丰收·感党恩”，将推出一
系列活动。

据了解，今年我省农民丰收节活动
总体安排为“1+4+N”，即 1个主会场活
动、4个分会场活动、N个系列活动。主
会场设在焦作市武陟县嘉应观乡，4个分
会场分别设在安阳市
内黄县、许昌市
襄城县、周口市
太 康 县 和 济 源

示范区五龙口镇，N个系列活动将统筹考
虑全省地域、民俗、农事特点实际开展。

主会场拟设置乡村振兴成果展、现
代农业科技展、名特优新农产品展、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黄河文化和治黄兴水
文化展 5大展区，将举办开幕式、“庆丰
收·感党恩”系列活动、在线电商与直播
互动、农民趣味运动会、黄河文化情景
演绎、农耕文化体验6项主题活动。

4 个分会场的活动也各有特
色。内黄县分会场将开展特
色农产品农业发展成就展、科
技人员下乡技术服务以及红

枣采摘比赛、尖椒采摘比赛等活动；襄
城县分会场将开展“许昌市十佳农民、
许昌市十佳农技推广标兵”颁奖、“乡村
振兴法治先行”主题展、金秋消费季活
动启动仪式暨特色农产品展销等活动；
太康县分会场将开展特色小吃展、传统
民俗表演等活动；济源示范区五龙口镇
分会场将开展济源特色农副产品展销
会、乡村振兴展等活动。③6

农民丰收节活动方案出炉

9月8日，光山县罗陈乡张楼村青龙
河合作社社员正在收割水稻。该县 86
万亩水稻相继成熟，正式进入收获季
节。⑨6 谢万柏 摄

□王冰珂

水毁道路修复的如何？景区设施
又检查了吧？9月 7日，在鲁山县天瑞
尧山旅游公司，一场围绕景区灾后重
建、开园复游、宣传推介及“十一黄金
周”筹备工作的座谈会顺利举行。

作为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的经
常性工作，当天，平顶山市尧山风景名
胜区管理局局长史晓天带着部分科室
负责人，到该公司了解灾后重建情况、
经营中面临的困难，并帮助解决相关
问题。

去年以来，疫情给旅游业造成严
重冲击，尧山景区也受到影响。前不
久的超强降水，更是让景区雪上加霜：
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桥梁垮塌、道路毁
坏，电力、通信光缆冲断，闸机、智能导

游系统等设备损坏，遭受了前所未有
的重创，损失600万元以上。

作为景区管理机构，平顶山市尧
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统筹做好防汛
防控和灾后重建工作，最大限度降低
景区损失的同时，协调交通、电力、通
信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抢险救
灾、恢复生产，并积极争取灾后重建
资金 300万元，用于景区基础设施修
建。

目前，尧山景区内水毁设施基本
恢复，部分线路已具备开园复游条件；
2000 米景区道路提升项目前期工作
顺利推进，日前开工建设，其他提升改
造项目正加紧实施，今年“十一”假期，
景区将以崭新面貌呈现给游客。

尧山（石人山）风景名胜区是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国家温泉旅游度假区、国家生态旅游
示范区、国家地质公园。景区内，奇
峰、怪石、飞瀑、溪潭、云海、原始森林、
珍禽异兽以及众多人文景观构成了完
整的风景体系，四时不同、四季各异、
变幻莫测，兼具“雄、险、秀、奇、幽”之
特点，被新华社原社长穆青赞为“中原
独秀”。景区内还有绵延百里的温泉
带，厚重的墨子文化、尧文化赋予其独
特的文化内涵，是平顶山市旅游产业
的龙头。

“我们把帮助企业解决难题、促进
景区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心工作，坚持

‘无事不扰、有事不推’，换位思考、主
动服务，立足企业的急难愁盼，从政
策、资源、信息等方面全力支持，帮到
点子上，助出成效来，推动尧山风景名
胜区高质量发展。”史晓天说。

立足解决急难愁盼 推动景区高质量发展
——平顶山市尧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扎实推进“万人助万企”活动

□王冰珂 刘亚辉 张婵娟

9月 8日，宝丰县珍稀菌产业园恒
温植物园里，椰子树、仙人掌、依兰香、
佛手果几十种热带植物令人眼花缭乱，
小桥、流水、沙滩使孩子们不忍挪步。

据介绍，该产业园总投资 4.5 亿
元，采用“政府+企业+村集体（农民合
作社）+农户+基地”的运作模式，以珍
稀菌产业为载体，集循环农业、食品加
工、观光旅游于一体，打造产业兴盛、
特色突出、风光优美、配套齐全的国家
级农业现代产业园。

据了解，宝丰县珍稀菌产业园整
合了移民、交通、水利等领域政策资
金，成立宝丰县优农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园区的运营管理，每年以单个
大棚总投资的8%回报给各村集体。

为助力珍稀菌产业园发展，国网
宝丰县供电公司主动上门，根据园区
规划布局，完成园区弘亚片区、马川片
区、源泉片区和西黄片区4个片区的供
电规划。“县供电公司把供电方案图纸
做好，还耐心为我们讲解，让我们吃了
定心丸。”园区优农农业负责人李凤文说。

弘亚片区启动较早，主要从事菌
种研发生产，电力需求非常大。“供电
公司根据我们设备的种类和用电负
荷，安装了400千伏安的变压器，不但
解决了现在的问题，还为后续发展留
下了空间。”该片区负责人曼永峰说，
目前研发中心运转良好，主要培育羊
肚菌、赤松茸、黑皮鸡枞、滑子菇等珍
稀菌品种，年产菌 1000万棒，年产值
5000万元。

“我十年前种过食用菌，由于资

金、技术都跟不上，再加上规模小，效
益一直不怎么好。现在在家门口的产
业园工作，每月收入两三千元，又学到
了专业的珍稀菌种植技术，还不耽误
接送孩子上下学。”宝丰县周庄镇辛庄
村村民程素说。

源泉片区已建成普通大棚 52座，
智慧方舱 14座，大棚主要种植羊肚菌
38座、草莓 14座。今年“五一”假期，
片区投用了热带植物园和灯光游园，
最高峰时一天接待游客 8000 多人
次。片区开放以来，共接待游客近 6
万人次，年产值达到1800万元。

目前，珍稀菌产业园规划建设面
积3359亩，已建成运行智能恒温大棚
16座，智慧方舱 14座，普通大棚 220
座，稳定带动就业 800人，年产值 5亿
元。

宝丰供电公司

服务珍稀菌产业园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

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学学党史党史 悟悟思想思想 办办实事实事 开开新局新局

▲9月 7日，宝丰县李庄乡龙池村种植采摘
基地内，游客在采摘无花果。该基地通过“合作
社+公司+农户”模式种植800亩无花果，带动40
余农户实现增收。⑨3 何五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