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要闻│042022年6月6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王歌 李茜茜 美编 党瑶

□本报记者 刘勰 本报通讯员 王祎好

“郑州粮油物资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
员、董事长王伟兵通过签订虚假粮食采购合同、
虚假收购、资金拆借等方式多次挪用公款3400
余万元给他人使用。”“鲁山县正源粮油购销有限
公司原董事长王金平以拖延办理提粮手续相要
挟，向购粮企业索取钱款16万余元。”……日前，
省纪委监委公开通报5起粮食购销领域违纪违法
典型案例，持续释放“全面从严、一严到底”的强烈
信号。

我省共有国有粮食企业1933家、国有粮库
2143个，点多面广、监管难度大，加之粮食购销领
域补贴资金多、利益关系复杂等情况，易产生系
统性顽瘴痼疾。

保障粮食安全是政治责任。去年下半年以
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扎实开展粮食购销领域腐
败问题专项整治，严肃查处虚报数量、以陈顶新、

空进空出等“靠粮吃粮”问题，“上下勾连”“内外勾
结”“集体抱团”等窝案串案，形成强大震慑。

“你们的计量磅秤为什么没有年检？2021
年收购入库的粮食为什么没有逐车检验？”前不
久，专项督导组在郑州市瑞阳粮食有限公司实地
检查，发现该公司可能存在压秤坑农、压价坑农
等问题。经核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晓辉在承
储地方储备粮过程中涉嫌严重违法，由新密市监
察委员会对其监察调查。

“从查处的涉粮腐败案件来剖析，其深层次
原因在于一些地方和单位主体责任、监管责任缺
失，运行机制不健全，内控管理宽松软。”省纪委监
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为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防范风险，全省纪检
监察机关坚持严惩腐败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
促进治理贯通融合，有针对性地提出建章立制、
强化警示、加强监管的意见建议，积极推动党委
政府、粮食部门和企业深入查找制度漏洞和机制

缺陷，深入开展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做到举一反
三、抓本治源、完善制度，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
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应。专项整治开展以来，
已下发纪检监察建议书、以案促改通知书399份，
推动建立完善制度机制1873项。

针对国有粮食企业风险隐患，省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制定《关于加强政策性粮食管理防范“假
合资”“转圈粮”“虚库存”等问题的暂行规定》，有
效规范涉粮管理部门执行粮食购销政策的行
为。鹤壁市纪委监委针对粮食购销企业党建、业
务能力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推动制定《关于加
强粮食企业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使党建工作
与中心工作由“两根筷子”变为“一根麻花”。

紧盯人、财、物“三个重点”，聚焦责任、腐败、
作风“三类问题”，在纪检监察机关推动下，专项整
治工作由解决个性问题向破解共性问题深化拓
展，有力有效督促形成管权、管钱、管人、管粮的长
效机制，以责任落实保障谷满仓、稻粱香。③8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通
讯员 曹俊岩）“‘郑麦1860’亩产 856.5

公斤，打破了南阳高产纪录！”6月 3日，在
方城县赵河镇中封村百亩小麦绿色高效高产创
建示范方，随着河南农业大学尹钧教授的“一锤
定音”，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块田的主
人赵洪福更是笑出了眼泪。

这次来参加机收实打测产的有河南农业大
学、南阳市农业农村局、南阳市种子管理站等相
关单位的专家，大家经过拉尺、标记、计算产量
等一系列“操作”，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实际

亩产856.5公斤。
2021年，南阳市小麦单产最高纪录由“郑麦

1860”在同一地块创下，亩产实打788.7公斤。
“原先估计突破800公斤就很不错了，没想

到突破了850公斤！”省农科院研究员胡琳激动
不已，她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著名小麦育种
专家许为钢的妻子，“这个品种就像我们的孩子
一样，是我们夫妻和团队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才
选育出来。”

“现在种地不讲科学真是不中！”站在旁
边的村民赵洪福忍不住连连感叹，“最近 3

年，我们村和周边村基本都是种这个品种。
这个产量太喜人了，真是越干越有劲儿。”

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德奇告诉
记者：“良种良法的配套是连年取得高产的关
键。我们通过多年试验示范，集成配套了整地
播种质量提升、肥水互调、病虫害时效防控等关
键技术，实现了产量与品质的协同提升、生产效
率与效益的同步提高。”

风吹麦浪遍地金黄。南阳作为中原大粮仓，
今年小麦播种面积1093.8万亩，生产形势喜人，
在十八连丰的基础上，有望再创历史新高。③6

郑州159万亩

（80.2%）
洛阳229万亩

（64%） 平顶山

291.8万亩

（84%）

许昌293.6万亩

（83.4%）

周口1100万亩

（98.9%）

漯河229万亩

（96.7%）

商丘576万亩

（61.5%）

开封277万亩

（59.6%）

新乡159.5万亩

（25.6%）

南阳
麦收基本结束

三门峡26.6万亩
（23.6%）

安阳48.9万亩
（11%）

濮阳20万亩
（5.7%）

驻马店
麦收基本结束

信阳
麦收基本结束

鹤壁18.6万亩
（13.6%）

焦作37.4万亩
（14.7%）

6月 5日，记者从省
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
当日 17时，我省已收获
小麦 6226 万亩，约占
全省种植面积的 73%，
日投入联合收割机 7.4
万台。②11

全省麦收超七成

制图/党瑶

贯通惩治防 保障谷满仓
——监督保障粮食安全系列报道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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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5公斤！南阳小麦单产再创纪录

非常之年战三三夏夏

芒有所种 忙有所得

6 月 5 日，正阳县大林镇蔡庄村田野中，
村民忙着插秧，种下希望。⑨3 高万宝 摄

□本报记者 赵一帆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
小麦覆陇黄。时至芒种，中原大地正是“三夏”
大忙。

芒种节气在农耕上有着相当重要的意
义。“芒”，指的是禾本科有芒作物；“种”，一为
种子的“种”，一为播种的“种”。农历书说：“斗
指巳为芒种，此时可种有芒之谷，过此即失效，
故名芒种也。”芒种节气是仲夏的开始，也是农
事播种时机的分界点。由于天气炎热，过了这
一节气，农作物的成活率就越来越低了。亦有

“芒种不种，再种无用”的说法。
在民间，“芒种”也称“忙种”。对于中国大

部分地区而言，芒种是新一轮农忙的开始。此
时，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收获大半，淮南稻田
也迎来栽秧忙。人们在“芒”与“种”之间，挥洒
汗水，播种希望。

小满过后，夏至未至，芒种节气处在气候变
化的转折期，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
大，太阳也将逐日靠近它在北半球运行轨迹的最
北端，北半球白昼时间最长的日子即将到来。

大自然中的小动物最先感知物候的变
化。“芒种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鵙始鸣，三
候反舌无声。”意思是在芒种节气时，螳螂卵
因气温变化而破壳生出小螳螂；喜阴的伯劳
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阴而鸣；而反舌
鸟，却因感应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
叫。

炎夏来临，养生不容忽
视。芒种时节，由于昼长夜
短，保证充足的睡眠十分必
要。同时，人体水分蒸发量
增大，消耗体力较多，要及
时喝水补充水分，饮食以清
淡为主。③7

□本报记者 刘晓阳

“三夏”时节，尉氏县张市镇沈家村的麦田，满目金黄。
“虽然去年种得晚，但你瞅着这麦子的成色，丰收不成问题。”6月

2日，村民沈双义搓着手里的麦穗，信心十足。
在这儿种了几十年地的沈双义，并非一直这么自信，“以前种地

总得看老天爷的脸色，没雨，麦子缺水；雨大，又担心积水”。
如今，这块曾经令人费神的麦田变成了“聪明田”。2020年，张市

镇以每亩3100元的标准，建成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打造高标准农
田升级版。就这样，沈家村3200多亩地，实现“5G+”智慧农业全覆
盖。

眼前，一排排节水灌溉喷头整齐排列；不远处，大型自走式喷灌
机矗立田间……“单是浇地，就有6种备选模式。”沈双义说，“坐在家
里点点手机，就把活干了。比以前大水漫灌，省了一半的钱！”

不仅如此，地头的物联网农业气象站、植物病菌孢子捕捉仪、“四
情”监测系统等，尽显“科技范儿”。

“过去靠经验种田，现在‘用数据说话’。”这片智慧农田承建方河
南瑞通集团负责人杨亚伟说，根据小麦生长周期的不同特点，利用这
些设备，就能对虫情、苗情、墒情、灾情进行识别监测，经大数据分析
后，为小麦的施肥、灌溉提供科学指导。

智慧农田悄然改变着乡亲们的种地方式。
“就说打药吧，十多年前，人们得背着喷雾器在地里边走边喷，一

天下来，衣服都被浸透。后来，用上了电动喷雾器，慢慢地又变成了植
保机。”沈双义感慨道。

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有了新的科技支撑。
“以前每年每亩土地流转费不到500元，现在达到950元。”沈家

村党支部书记石长锁说，“不少人外出打工，每年能拿两份收入。”
节能增效，粮食生产基础更加稳固。
种粮大户陆爱东在示范区内流转了117亩地，“流转费虽然比普

通耕地高，但风险低，管理成本低，产量有保障”。去年，在尉氏县小麦
粮王争霸赛中，陆爱东以858公斤的亩产量刷新了县里小麦亩产纪
录。

8年间，尉氏县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从26万亩增加至95万亩，去年
全县粮食总产76.9万吨，比2014年提高38.8%，农业生产能力和发展
效益不断增加，助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尉氏小麦”成功
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自2020年开始，按照每亩投资不低于3000元的标准，全省多地
建设一大批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河南正在探索以智慧农田建设撬动现
代农业发展的新路子。

如果说尉氏的智慧农业是2.0版的话，那么，邓州的智慧农业正
朝着3.0版迈进。

“驾驶室里没有驾驶员？”在邓州智慧农业中心，无人驾驶拖拉机
正牵引着圆盘耙，在田野里“驰骋”。

首邑无人农场是该智慧农业中心首批入驻的项目之一。该农场
负责人沈兴新说，通过北斗导航系统和AI智能算法，无人驾驶拖拉机
可实现24小时精准作业，旋耕、犁地的效率比人工操作机械翻一番，
大大减少了投入成本。

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
出，推进智慧农业发展，促进信息技术与农机农艺融合应用。作为智
慧农业的一种生产方式，无人驾驶农机具引领未来农业发展新方向。

从“聪明田”到“无人农场”，从智能监测小麦“四情”到无人拖拉机
“驰骋”田野，“硬核”科技让“三夏”生产充满魅力。

“手机成了新农具，数据成了新农资，坐在办公室吹着空调，就把
地种了。”身处其中的农户们十分欣喜，在外观望的资本纷纷回流。智
慧农业正成为加快农业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农业，正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正成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职
业。③9

（上接第一版）驾驶 1.2 万多台“铁牛”，由南向
北，一路走，一路收获小麦、水稻、油菜、大豆，足
迹遍布海南、云南、四川、黑龙江等 20多个省
市。驻马店又称“天中”，因当地麦客出道早、技
术好、人数多，收获地图覆盖全国约二十分之一
的土地，“天中麦客”名扬天下。

“老家粮食品质咋样，麦子自己会说话。”这些
年，陈松华从南到北“逐浪”收割，对各省小麦产量
和品质了如指掌。“咱河南的麦子就是好。”他说，

“收割机满仓1800斤，咱这儿1亩多就灌满了。”
“芒种不种，再种无用。”此时正是南方种稻

与北方收麦之时，但随着联合收割机数量增加，
农机作业收益下降成为不争的事实。

“过去是‘人等车’，现在是‘车等人’。”肖国

法说，“2018年以前，全村才十来台收割机，现
在发展到400多台。往年出去半年能‘收割’回
20多万元，现在也就十几万元。”

风餐露宿，麦客赚的都是辛苦钱。非常之
年，跨区作业的他们面临新“烦恼”。

“油价涨得厉害，利润空间在不断压缩。”肖国
法算了一笔账，收割1亩麦60元左右，油钱就要20
元，再加上人工和机器损耗，一年得少收好几万
元。“此外，各地自有农机增多，长途跋涉异地收割，
供需对接的传统渠道收窄，需进一步优化升级。”

对此，汝南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主任王华
认为：“要进一步拓展麦客产业链，同时组建更
为专业的跨区服务队。”汝南县副县长徐永辉介
绍，目前，汝南与全国100多个县建立了联系，正
在构建农机跨区作业信息服务平台。

紧跟时代潮流，“铁麦客”也在悄然“升级
换代”。

换挡、转向、升降，肖国法的儿子肖怀正在
安徽临泉收麦，与父辈不同的是，“机二代”的他
认为这份工作苦中作乐其实“很潮”。他将沿途
麦收作业的实况在抖音直播，收获一大批“铁
粉”点赞：“这真是麦收全国的新时代青年！”“逐
梦麦田的身影真美。”“开的是收割机，挑起的是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金扁担’。”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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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河南麦收进度图

图①图① 66月月55日日，，滑县白马坡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滑县白马坡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农民在收割小麦农民在收割小麦。。近日近日，，滑县滑县181181..22万亩小麦进入收获季万亩小麦进入收获季，，
农民抢收抢打农民抢收抢打，，确保颗粒归仓确保颗粒归仓。。⑨⑨33 王子瑞王子瑞 摄摄

图②图② 66月月22日日，，永城市刘河镇张楼南台区，供电公司员工在供电公司员工在检查线路检查线路，，消除供电隐患，保障“三夏”期间用电
安全。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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