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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践行嘱托新答卷 奋勇争先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 李点）在 9月 26日召开的河南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河南省教育督导条例
（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提请一审。《条例（草
案）》提出，我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教育督导委
员会作为教育督导机构，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教育
督导工作。

“双减”督导被国家列为2021年教育督导工作“一号工
程”。今年 7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通知，
对2021年省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作出部署安排，
明确将省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贯彻落实中央“双减”工作
部署情况，作为督导评价的重点内容进行督查考评。

为进一步明确教育督导机构的职能，《条例（草案）》规
定县级以上政府应设立教育督导委员会作为教育督导机
构，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育行政部门，承担教育督
导委员会日常工作；县级以上政府设立的教育督导委员会
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独立履行教育督导职能，并接受上
级教育督导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督学队伍建设是教育督导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保证，
《条例（草案）》规定了督学的定义、分类和比例配备，细化了
督学的回避情形，明确了专、兼职督学的任职程序、条件和
任期。《条例（草案）》结合督导工作要求，分别对督政和督学
的具体督导事项进行了细化规定，对经常性督导、综合督导
和专项督导的周期、方式、程序和督导的相关职权作了详细
规定；明确在教育督导责任区设置责任督学对学校实施经
常性督导；根据工作实际，教育督导机构可以委托第三方专
业评估监测机构参与教育督导评估监测工作，提高社会参
与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下一级人民政府应当每五年至
少实施一次专项督导或者综合督导。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
育督导机构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学校，应当每三到五年至少
实施一次综合督导。

《条例（草案）》着重从六个方面强化督导结果的运用：
要求督导报告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规定建立健全督
导事项复查制度，确保整改成效；规定及时向本级政府和上
一级教育督导机构报告教育督导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建立
对被督导单位相关负责人的约谈制度；将教育督导报告作
为考核、奖惩的重要依据，将约谈、整改情况作为制定教育
政策、改进教育工作和安排教育项目的重要依据；对作出显
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③5

本报讯（记者 曾鸣）稳定秋粮产能
对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至关重要。9月 24日，记者从省
财政厅获悉，我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有
效应对汛情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为支持
秋粮丰产丰收、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提供
有力保障。

在加大资金投入方面，今年以来，省
财政下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 106.4
亿元、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4.3亿元，支持
耕地质量提升和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水
平。近日，再筹措下达农业生产和水利救
灾资金2亿元，支持受灾地区改种玉米及
草地贪夜蛾防治，做好水毁农田设施修
复，促进农作物恢复生长发育，恢复农业
生产。同时，加大信贷纾困力度，推出“豫

农担—救灾贷”，对全省受灾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给予10万元至300万元免担保费
担保贷款，贷款年利率按 4.25%执行，省
财政给予年化 2%的贴息，截至 9 月 23
日，已放款574笔、2.04亿元，有效解决受
灾农户农业生产融资难题。

在完善政策保障方面，省财政要求市
县加强对省级已下达农业生产相关转移
支付的统筹力度。抓好因灾绝收农田补
种改种的种子补助、整地补助以及对受灾
农作物统一开展病虫害防控、喷施叶面肥
等补助政策落实，全力保障秋粮生产安
全。鼓励市县从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
农村的资金中统筹一定比例资金，重点围
绕洪涝灾害、病虫害防控等秋粮生产薄弱
环节，加大对秋粮生产支持力度。③9

省财政多举措支持秋粮丰产丰收

根据《河南兵员品牌名称、标识图案征集发布及宣传推
广活动方案》，日前，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军区动员局、
河南省教育厅联合组织军地专家对征集作品进行了集中评
审，共评出一等奖 1个，二等奖 2个，三等奖 7个，优秀作品
奖10个，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10天。

如发现作品有涉嫌抄袭等问题，请将相关情况发送至
河南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监督举报信
箱：henanzhengbing@126.com。

20个获奖作品的使用权归河南省人
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随意使用或者抄袭、篡改后使用，如有侵权
行为，将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本报记者 翁韬

“有事找老席！”在西华县流传着这样
一句话。只要群众遇到了难处，第一时间
都会想到“老席”。58岁的席德聪现任西
华县信访局局长，从事信访工作 18年，接
待来访群众数万人，推进化解1580件疑难
信访事项。

他俯下身子问民情，真心为民办实事，
成了百姓的“贴心人”、信访战线的“老黄
牛”。席德聪多次受到省、市、县表彰，荣立
二等功，并先后获得全国信访系统优秀信
访局长等称号。

“只要用热心接待群众，用耐心听取诉
求，用诚心解决问题，用决心排除障碍，用
爱心暖化坚冰，就没有化解不了的信访事
项！”这是他总结的“五心”工作精神。

2013年，田口乡张某的丈夫外出途中
被摩托车撞倒身亡，交警部门按规定进行
了处理，但张某坚持认为这起车祸是故意
所为，便开始了信访之路。了解情况后，席
德聪和乡、村干部冒着雨雪、一脚水一脚泥
走进了她的家门。针对张某的疑虑，席德
聪举出证据、拿出依据、说明理由，从法理、
情理角度反复做工作。张某的“心结”被解
开了，“只要是恁处理的，俺都接受，俺就信
恁。”张某动容地说。之后，席德聪又协调
乡、村对张某进行帮扶，让她重新燃起生活
的希望。

2014 年秋，逍遥镇发生一起因门面
房出租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当事双方在
镇政府聚集，情绪激烈。席德聪急忙赶
到，与群众面对面交流沟通。他连续奋
战，饿了吃方便面，渴了喝矿泉水，累了靠
在椅子上稍作休息。经过三天两夜的艰苦工作，事件终
于得到圆满解决。身心极度疲惫的席德聪晕倒了，一名
当事人掏出速效救心丸喂他吃下才有所缓解，妻子见到
他，哭着说“你不要命了”。

多年劳累，饮食无规律，2013年，席德聪一下子病倒
了，被查出患了癌症。他先后做了两次大手术，躺在病床上
还通过电话处理信访事项。

“做好信访工作责任在领导，机制在长效，信访部门要
积极作为，健全一套规范完善、行之有效的制度。”他大胆改
革，针对全县多年积累的信访问题，采取解决问题、心理救
助、致富帮扶、巩固成效四个步骤，实现“事心双解”；在全县
范围内开展评选“信访工作百个先进党支部”等活动，走出
了一条“重心下移、关口前移”的信访工作新路子。全县信
访总量连续8年下降，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率达98%。

“信访工作是化解矛盾的前哨，我热爱党的信访事业，
愿意为它付出一切。”席德聪说。③5

我省拟设立教育督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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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晓波

金秋九月，五谷飘香。丰收季偏逢阴
雨天，农作物秋收秋种需要注意啥？

我 省 秋 粮 产 量 占 全 年 粮 食 产 量 的
45%，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对完成全年粮食
生产目标至关重要。

“这两天我去了豫南的淅川、邓州和豫
北的安阳县、淇县等地，部分地块还有很多
积水，农业机械不能下地作业，严重影响秋
作物收获腾茬，也给小麦适时播种带来了
困难。各地要组织动员农民充分利用降雨
间歇期及时抢收玉米、花生等秋作
物，能快收一亩是一亩，能多收
一棵是一棵。”9月 27日，人
称“郭小麦”的河南农业
大学教授郭天财在家
坐不住，又下地了。

秋作物收完后要
抓紧晾晒。“如果预报
有阴雨天气，政府要组
织种粮大户使用烘干
设备帮助农民把抢收回
来的秋作物及时烘干，
以防发霉变质，要不然已
经成熟快要到手的粮食烂在
地里，就太可惜了。”郭天财说。

省农业农村厅此前下发通知，
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发挥农机社会化服
务组织作用，开展订单作业，开展粮食机收

“减损”行动，大力推广玉米机械化籽粒收
获和花生机械化收获，提高机收水平。做
好已收获作物晾晒工作，增加烘干机械，开
展烘干作业，防止霉变。

秋收连着秋种，今年雨水偏多，对小麦
播种有影响吗？

“肯定有影响。”郭天财表示，连续的阴雨
天气，蓄滞洪区、非蓄滞洪区的地势低洼地区
以及土壤黏重渗水比较慢的地区非常容易积
水。有积水的地方要抓紧组织挖沟排水，没
有明水但土壤含水量大的地方要开沟散墒，
没有积水且土壤墒情适宜的地方要及时耕翻
播种，确保不误农时，种足种好小麦。

“目前，安阳、新乡、鹤壁等地，地里积水
还比较多，一部分地区肯定要推迟播期。”不
过在郭天财看来，晚播也有补救的办法，多
策并举，晚播小麦也会有个好收成。

以种补晚。当播期超过适宜播期后，
可以把豫北地区大面积种植的半冬性品种
更换为耐迟播早熟的弱春性品种。

以好补晚。“不能一晚就急、一晚就粗
耕滥种，要适当浅播，播种深度 3 厘米左
右，越是晚播的小麦越要做到精细整地，高
质量播种。”郭天财说。

以密补晚。适当增加播量，一般每迟
播2天，每亩基本苗增加1万株左右。

以肥补晚。增施肥料，适当增加施肥
量，氮、磷、钾平衡施肥，肥力偏低麦田适当
提高前期速效养分比例。

郭天财说，各地特别是豫北地区一定
要及早做好晚播小麦的应对预案，确保今
年麦播面积不减少，麦播质量不降低，为明
年夏粮丰产打好基础。

日前，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制定了2021
年麦播技术的指导意见，要求重点抓好深耕
耙压、品种布局、科学施肥、种子包衣、适期适

量播种等关键技术措施落实，指导
农民科学种田。

在确保种植面积基础
上种足小麦的同时，更
要优化品种布局，种
好小麦。指导意见提
出，北部麦区重点发
展优质强筋、中强筋
小麦，中南部麦区重
点发展优质中强筋
和中筋小麦，东部麦
区选用春季发育稳

健、抗寒、抗倒的半冬性
品种为主，南部麦区主要

选用耐湿、耐渍、赤霉病轻及
熟期较早的品种；豫西旱作麦区主

要选用节水耐旱性强、抗逆稳产性好的品种；
沿淮稻茬区域重点发展优质弱筋小麦。

“麦播是夏粮生产也是全年粮食生产
的‘头阵’，这个头开好了，来年粮食丰收、
农民持续增收就有了基础。”省农业技术推
广总站站长易玉林说。③5

本报讯（记者 刘晓波）9月 27日，记
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当天，全省
秋作物已收获 5871万亩，占秋作物播种
面积的49%。其中粮食作物3271万亩，
玉 米 已 收 2466 万 亩 ，占 播 种 面 积 的
43%；水稻已收 491万亩，占播种面积的
55%；大豆已收 140万亩，占播种面积的
23%。花生已收 1152万亩，占播种面积
的61%。

玉米是我省第一大秋作物，截至目
前，周口已收 557万亩、商丘已收 422万

亩、驻马店已收 403万亩、南阳已收 372
万亩、开封已收134万亩、安阳已收81万
亩、洛阳已收70万亩。

花生是我省第二大秋作物，截至目
前，南阳已收 404万亩、驻马店已收 248
万亩、开封已收 159万亩、周口已收 125
万亩、商丘已收112万亩、信阳已收94万
亩。

我省水稻产区主要分布在信阳和沿
黄的新乡、濮阳等地，截至目前，信阳已
收468万亩。③7

全省秋作物收获近半

丰收季偏逢阴雨天

今年秋收秋种注意啥

▲9月 27日，沁阳市柏香镇肖寺村村
民在抢收玉米，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⑨6
杨帆 摄

▶9月 26日，在罗山县一号旅游公路
旁，一片片由绿色、黄色、紫色等不同色彩
交织而成的创意稻田，吸引众多游人前来
观赏。⑨6 郝光 摄

□本报记者 温小娟 胡春娜

9月 26日，“中原画风”河南优秀美术
作品展甫亮相陕西省美术馆，就受到了美术
界同行、艺术机构和陕西观众的高度赞赏。

像“中原画风”这样“走出去”的河南文
艺精品还有很多。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
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近
年来，省文联所属各省级文艺家协会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
文化、展形象的使命，坚持与时代同频，以人
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培根铸魂，写下
了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紧扣时代主题 精品力作迭出

时代呼唤文艺精品，人民期待文艺精
品。如何发挥河南文化优势，创作出人民
喜爱的优秀作品？

省文联以出精品、出经典为目标，加强
文艺精品创作中长期规划，组织重大主题
创作工程，发挥文艺奖项示范带动作用，积
极争取运用各类扶持政策，开展重点作者
辅导和作品打磨，涌现了一大批“有筋骨、
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河南戏剧、
文学、摄影、杂技、民间文艺等多个艺术门
类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生命册》获第九届茅
盾文学奖、杜涯的诗集《落日与朝霞》获鲁迅

文学奖；国画《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油
画《西北革命烽火》入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7人上榜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古典舞
《大河三彩》斩获中国舞蹈最高奖“荷花奖”；
电影《永远的焦裕禄》、电视剧《大河儿女》获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广大文艺工作者
深入中原出彩的火热实践，记录中原大地的
辉煌巨变，优秀作品呈现井喷之势，从中国书
法兰亭奖、戏曲梅花奖，到中国摄影金像奖、
电视金鹰奖、电影金鸡奖、杂技金菊奖、民间
文艺山花奖等，我省文艺作品在全国频频折
桂，有力提升了河南文化的软实力、影响力。

把握时代主题，唱响时代强音。围绕纪
念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
党 100周年、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防控疫情等重要时间节点
和重大主题，省文联各个艺术协会纷纷开展
大型系列主题文艺活动、引进全国重大品牌
活动等落户，打造河南文艺品牌——

全国美展壁画展、中国金鸡百花电影
节、中国舞蹈荷花奖评奖等一批全国重要
文艺活动落户中原；全国著名作家采访河
南脱贫攻坚、全国著名作家走黄河采访活
动，黄河戏剧节、舞动中原等文艺品牌迅速
崛起；“我们的节日”系列文化活动、马街书
会、戏曲魔术进校园等一批传统文化品牌
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中国书法之乡、中国
摄影之乡、中国曲艺之乡、中国杂技魔术之
乡等特色文化基地纷纷花落河南…… 一
座座奖杯，一场场高端文艺赛事，彰显着河
南文化高地正在崛起。

文艺为了人民 志愿服务成品牌

文艺要为人民服务，文化惠民是其最
生动的注脚。

围绕党和政府工作大局，省文联充分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发动文艺战线的力量，
开展系列主题鲜明、特色突出、影响广泛的
文化惠民、文艺志愿活动，描绘了一幅幅绚
丽多彩的新时代精神图谱，给群众带来艺
术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洗礼。

到人民中去。5年来，省文联组织了省
直数百名从事文学、戏剧、影视、美术、音乐
创作的作家、艺术家先后深入农村、厂矿、
企业，蹲点生活，他们用心解决创作的“本、
源、质、效”问题，把创作采风、汲取营养、锤
炼品格与服务基层群众、扶贫助困有机结
合起来，取得了丰硕成果。

文艺志愿服务成品牌。截至目前，我
省注册文艺志愿者达1万余人，他们创新文
艺志愿服务模式，深入山区农村、田间地
头、车间工厂，为基层百姓广泛开展文艺支
教、慰问演出、文艺培训、展览交流等系列
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这是一组感人的数据：5年来，省文联
共派遣 340 余名文艺志愿者参加文艺支
教，8万余名乡村中小学生受益；开展“送欢
乐下基层”“到人民中去”“我们的中国梦”
等文艺慰问演出活动1.7万余次，14万余名
文艺志愿者参加活动，累计受益群众百万
人以上，真正实现了让文艺工作者动起来、
让老百姓乐起来。

壮大人才队伍 打造“文艺豫军”

文艺的繁荣发展，关键在人才。
近年来，我省把文艺人才队伍建设作

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的关键来抓，着力打
造一支实力雄厚、结构合理、梯次衔接的文
艺人才队伍，叫响“文艺豫军”品牌。

培养领军人才，提升“文艺豫军”在全国
的影响力。对河南省文艺界代表人物、领军
人物和文艺拔尖人才进行扶持、宣传、推介，
为十余位文艺代表人物举办作品展。目前，
河南有1人当选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先后
有6人进入全国文艺家协会主席团；1人入选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6人入选
河南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培育青年文艺人才，储备生力军。比
如，通过举办文学创作高级研修班、戏剧高
端人才（编剧）培训班、全国魔术高级表演
人才研修班等培训活动，提升青年人才创
作水平；为数十位中青年艺术家举办专场
作品演出或展览，扶持了一批有潜力、有实
力、有活力的青年文艺人才。

同时，建强基层文艺人才队伍。河南
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为百姓送文化，通过

“教你一招”、乡村艺术教师培训、“快乐成
长”乡村学校少年宫艺术辅导员培训等活
动，打造了一支专兼结合、规模庞大、扎根
基层的“不走的文艺队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文艺豫军”正豪
情满怀，用精品力作记录伟大时代，放歌出
彩中原。③7

培根铸魂写华章
——河南省文联五年来工作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