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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邮”担当

一线传真

特殊年 再交丰收答卷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
作为农业大市、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

重要组成部分，在疫情、汛情、病虫害多重
关口下，面对今年夏粮生产的严峻开局，驻
马店如何保障粮食产量稳产高产、只增不
减，扛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

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这
个基本盘。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驻马店市委、市政府始终
胸怀“国之大者”，坚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
任，以背水一战的态度、超常超强的力度，一
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粮食生产，早防治、促
弱苗、防虫害……环环紧扣抓好夏粮生产，
努力赢得夏粮丰收的主动权。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必须牢牢守住
耕地保护红线。锚定“藏粮于地”策略，驻马
店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认真落实“粮
食面积不减少、主产区地位不动摇、对国家
粮食安全的贡献不降低”要求，坚决遏制耕
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建成高标准农
田945万亩，常年粮食播种面积1900万亩。

中原熟，天下足。夺取夏粮丰收，是实
现粮食全年丰收的第一场硬仗。驻马店全
市上下坚持把发展粮食生产作为农业稳产
保供的首要任务，持续落实“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夏粮生产在高起点、高基数上再
获丰收，不仅稳住了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压

舱石”，更为稳住经济大盘积蓄力量、应对各
种挑战增添了充足底气。

“优质种”扎稳丰收根基

“结果出来了，亩产1618斤，创全县历
史纪录！”

6月 1日，在汝南县留盆镇冯湾村，万
亩连片小麦新品种“西农059”示范田测产
现场一片欢呼。“今年小麦能获得超常高
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麦新品种、新技术
的推广。”该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植保站专家
激动地说。

粮稳天下安，良种是关键。清香的新麦
来之不易，近年来，驻马店市以实施种业振
兴为发端，积极与行业领头院士“攀亲结姻”，
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不断挖掘粮食
增产潜力，在“一粒种子”上下足功夫，不断加
大种子选用、推广、经营、监管工作力度。

“种业翻身，不仅要突出高产，更要体
现优质、高效，满足人民群众对粮食品质更
高需求。”驻马店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研
究员吴长城介绍。

为此，驻马店市专门聘请中国工程院
院士、小麦育种专家许为钢主持选育推广
优质强筋小麦品种郑麦 9023、郑麦 1342
等，在全市累计推广应用面积 3000 多万
亩，亩均最高单产突破1300斤。

截至目前，驻马店全市小麦良种覆盖
率达 100%，良种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在
45%以上。近三年，该市农业专家和农技
人员通过多种形式强化服务，促进良种良
法配套、农机农技融合，驻麦 328、驻麦
305、驻麦762等小麦新品种先后通过国家
审定，全市小麦良种繁育推广呈现滚动发
展、迭代升级的喜人局面。

“田管严”播撒丰收希望

麦收时节，上蔡县韩寨镇徐楼村，联合
收割机在金色的麦浪中来回穿梭。“瞧！麦
穗壮实，麦粒饱满，多亏了政府及时的‘一
喷三防’！”种粮大户白汉礼抓起一把金黄
的麦粒，笑得合不拢嘴。

驻马店市粮食生产之所以能连年丰收，
一个重要原因是落实“藏粮于技”战略，坚持
不懈抓技术建设。今年，该市农业农村局坚
持“四个精准”，即精准防治指导、精准防治用
药、精准防治时间、精准防控面积。抽调农
业技术人员组成十几个技术指导组，分包乡
镇，深入田间地头、防治一线进行技术指导。

“三分种，七分管。”一项项农业技术为
小麦提供“生产剂”，让农民心里托了底。4
月初开始，各个指导组下沉到全市各县区
调查小麦的生长发育情况，会商研判小麦
赤霉病最佳防控期；由村组干部和群众代
表组成飞防监督小组，规范无人机作业高
度、速度、喷药量及喷洒衔接度等标准，确
保全市各县区小麦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工
作取得实效，实现“虫口夺粮”。

同时，全市各地各部门按照市里的决策
部署，全力以赴抓好粮食生产，防范应对各类
气象灾害和病虫害，积极落实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农机购置补贴、产粮大县奖励、农资补贴
……一系列真金白银的强农惠农政策“大礼
包”，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更是给
农民吃一个“定心丸”，为丰收争取了主动。

“政策给力，田管落地。通过狠抓病虫
害统防统治、促弱转壮和‘一喷三防’等措
施落实，今年小麦千粒重明显提高，达到
43.93克，比去年增加 0.53克，为夏粮丰产
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驻马店市农业农村

局局长常科说。

“机收忙”抢出丰收硕果

5月 19日，遂平县30万亩秸秆离田整
村集采社会化服务启动仪式现场，近百台
联合收割机、秸秆搂草机、秸秆打捆机排列
整齐，整装待发。“开镰！”一声令下，瞬间机
声隆隆，“天中麦客”正式出征。

夏粮由“丰收在望”到“丰收到手”，颗
粒归仓，丰收的喜悦在沃野千里的豫南大
平原上荡漾。

“夏收麦田不见人，机轮滚滚农事
新”。麦收新图景背后，是驻马店各级党政
部门努力克服疫情影响，下沉服务、不误农
时抓抢收的“硬支撑”。

及早谋划、及早行动。驻马店从3月份
开始，各县区利用农闲时间举办培训班、田
间日等活动，开展机收减损宣传培训，引导
农机手提升规范作业水平，推广节粮减损理
念和操作技术，确保颗粒归仓。

快割快打，麦粒不撒。今年麦收期间，
驻马店各县区各部门一手防疫情，一手忙机
收，抢抓小麦机收供需对接和应急抢收、机
收减损等工作，采取得力措施，打通堵点、卡
点，保障机收人员畅通无阻。全市共组织
60多万台套农业机械投入“三夏”生产，其
中小麦联合收割机 43950台、秸秆打捆机
3034台，小麦机收率达到99%。

“作为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实现粮食生产稳定、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是驻马店时刻铭记、牢牢扛稳的重任。
要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抓好
稳产保供、结构调整，做好服务保障，打好粮
食生产王牌，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驻
马店市委书记鲍常勇表示。7

□本报记者 祁道鹏
本报通讯员 王昆明 李琦

连续 5年被评为“全省平安创建优秀
县”，实现公众安全感和执法满意度“双提
升”；

近年来，为群众办好事实事 10280余
起，调解轻微纠纷4812起；

多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4073件，调处
成功2549件，成功率为62.58%；

……
近年来，平舆县积极探索建立民意调

查和群众评价机制，着力抓好基层基础建
设，化解矛盾纠纷，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
会共治、宣传引导的创新发展思路。群众
安心、放心、暖心的背后，是平舆县政府的
用心、贴心和信心。

家与业禧暖，亲与爱平安，是民之所愿，
也是政之所向。早在2015年，平舆县在全

市范围内率先创新成立县民情调查中心，借
助中心平台第一时间向群众宣传关于平安
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积极开展公众安全感
和执法满意度调查。同时通过媒体听取民
意，开设了“平安平舆”公众微信平台、平安
平舆微博、平舆长安网等新媒体，收集广大
网民对社会治安方面好的意见和建议。

为了保证群众参与度，该县民调中心
定期组织人员在人流量较大的商场、超市
和各乡镇（街道）政府所在地开展巡回宣
传，面对面、零距离向群众讲解安全感调查
的目的、意义，鼓励群众积极配合电话调
查。在经过多年电话调查经验积累后，
2019年 3月，平舆县民情调查中心又开设
了近距离面访调查，第一时间了解群众的
想法和意愿。

人、事、物联网，一张“网”治理一座城
的故事，每天都在平舆上演着。近年来，平
舆县把网格管理作为“重头戏”，进一步细

化服务管理，全县合理划分网格，构建管理
体系，建立了三级五层网格责任体系，构建
起网格长述职述廉制度、村规民约制度等多
种制度，确保居民办事“有地可去”。据了
解，仅在该县古槐街道城东社区，就有5个
二级网格、40个三级网格、142个四级网格。

积极拓宽多元解纷“朋友圈”，全力画
好诉源治理“同心圆”。2021年，平舆县再
次在全市率先提出“三无（无案件、无信访、
无诉讼）”村（社区）创建活动，坚持将诉源
治理工作重心下沉基层，各乡镇（街道）综
治中心和司法所等基层治理单位联合开展
工作，通过委派调解、法律咨询等方式，积
极参与纠纷化解，争取将矛盾纠纷消灭在
萌芽、解决在诉前。

自活动启动以来，平舆县共多元化解
各类矛盾纠纷4073件，调处成功2549件，
其中平舆县综治中心处理矛盾纠纷 708
件，调处成功212件，平舆县人民法院每月

案件增量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诉源治理初
现成效。

“群众关注什么就重点整治什么”“什
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在社会治
理推进工作中，平舆县以民意为导向，深入
调研、大胆创新，整合城区现有巡逻防控力
量，将县巡防大队重新划归管理，扩大工作
外延性。目前，平舆县城区以现有巡逻力
量保证全天24小时巡逻值勤，参与维稳安
保达上百次，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46人，
刑事拘留54人，治安拘留92人。

以民安为先，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更加
完善；以人为本，矛盾纠纷化解体系更加完
善；固本强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
善……回望平安建设之路，平舆县从一个
个难啃的硬骨头啃起，从群众最关心关切
的问题做起，不断探索创新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体系建设，夯实长治久安的制度根基
和社会基础。7

本报讯（记者 祁道鹏 通讯员 殷明珠）“感谢驻马店邮政
和12345热线！感谢你们在疫情管控期间克服重重困难把药
送到我们手中，你们辛苦了！”7月 19日，在泌阳县二高附近，
居民魏先生接过邮递员手中的抗癌药品，连声道谢。

疫情突发，7月 12日，驻马店市中心城区实施临时管控
措施，全市限制车辆和人员流动。此时，泌阳县也已经实施静
态管理。顷刻之间，一切按下暂停键。对于有紧急病情，需要
异地购药、取药的病患来说，立刻就面临着一件棘手的事——
患者好不容易买到的急需药品，在严格的管控下，怎么运送？

危难时刻，驻马店邮政毅然承担起运输医疗物资的责
任。面对驻马店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每一次紧急转
办，面对广大市民尤其是病患在疫情防控期间的特殊需求，在
市区往泌阳邮运车辆已经停运的情况下，驻马店市邮政分公
司承担着巨大风险。

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计成本、不计代价，以全程接力的方
式把药品及各种急需物资安全送到群众手中。在疫情形势最
严峻的泌阳县，该县邮政分公司领导班子全体在岗，寄递部门
负责人亲自带队，员工们吃住在中心，实行闭环管理，对进、出
口邮件及时接收、封发。重点保障高考录取通知书、普遍服务
类邮件、政府机要邮件和应急防疫物资优先处理，克服一切困
难能投尽投。

“看到你们的邮政绿仍然在行动，我们的心立刻就不慌
了！”来自全市不同县区的群众在收到邮件时，纷纷对邮政员
工不顾自身安危，在特殊时期逆行而上的行为竖起了大拇指。

“为人民服务是邮政的初心和使命，驻马店邮政全体员工
将充分发挥‘战邮精神’，围绕‘安全、及时、准确、方便’的八字
服务方针，为政府和群众办实事解难题。”驻马店市邮政分公
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张世俊表示。

据了解，目前，驻马店市邮政分公司对所有邮件第一时间
进行严格消杀，对涉及高考录取通知书、机要邮件、防疫物资
和群众急需的药品邮件采取分类分拣、专区存放、专人保管，
并在第一时间全部电话通知到人预约投递，在加强个人防护
的前提下“能投尽投”。7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通讯员 郑付生 邱学忠）连日高温
天气，在驻马店市区解放大道西段瑞达小区门口的“驿小驿”
党群服务站，不少居民和户外劳动者习惯于在这里纳凉、看报
休息。“自从有了党群服务站，累了、热了、渴了，我们都进去坐
坐，感觉很方便。”驿城区创新打造的“驿小驿”党群服务站品
牌群众啥评价，附近工作的环卫工人最有发言权。

据介绍，“驿小驿”党群服务站是一个可以解决户外工作
者喝水难、热饭难、歇脚难等现实问题的有亲和力凝聚力的平
台，是一处“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的户外
工作者幸福驿站。“驿小驿”党群服务站有明显的标识，还配备
有空调、休息桌椅、微波炉、充电装置、医药包、针线包等。

像这样的“驿小驿”党群服务站，在驿城区还有很多。自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驿城区整合资源力量，创新
方式方法，组建“驿小驿”党群服务站，蹚出一条聚焦群众“烦心
事”、服务民生“零距离”，独具特色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之路。为
更好服务居民，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驿城区创
新党建工作模式，补齐社区阵地建设短板，以“驿小驿”建设为
突破口，坚持从“高标准、深拓展、广覆盖”三个维度在街道、社
区、车站、景区建设红色“驿小驿”。目前，35个“驿小驿”已具
备较为完善的党群阵地、政策宣传、服务群众功能。7

驿城区

温馨“驿小驿”服务零距离

本报讯（记者 祁道鹏 通讯员 宋超喜）炎炎夏日，行走在
新蔡县东湖水库景观带，满眼尽是怡人景色，树木郁郁葱葱，
湖水碧波荡漾、水鸟翩翩起舞，游人尽享亲水时光。

“这里水清岸绿、空气清新。每天，我都会来湖畔散步休
闲，放松身心。”居民禹鹏说。百姓幸福感、获得感的提升，得
益于新蔡县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深化污染防治攻坚，
擦亮生态文明底色，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民生福祉。

日前，省生态环境厅公布 2022 年 6月环境空气质量排
名，新蔡县在全省县（市、区）城市中排名第一。天蓝水清、岸
绿景美的生态之美正成为新蔡一张亮丽的名片。

作为省级生态县，新蔡县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要求，着力构建齐抓共管、广泛参与的生态环保工作格
局。紧紧扭住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这个核心，坚持方向不变、力
度不减，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完善治理机制，
抓好源头防控，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立足县城三面环水的独特优势，该县聚焦“水文章”，打好
“生态牌”，让城与水有机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同时，该县
坚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着力破解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深
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常态化开展六清、整
治六乱活动，持续开展“五美庭院”创建。目前，全县农村已清
理整治垃圾堆5964处、坑塘1728个、残垣断壁1769处、“空心
院”1626个，整治提升“四美乡村”示范村20个。

“我们将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深化污染防治,加大生态环境
保护力度, 以良好生态环境擦亮高质量发展底色，让广大群众
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新蔡县委书记邵奉公说。7

新蔡县

擦亮生态文明底色

盛夏烈日炎炎，百果成熟飘香。7月25日，驻马店市驿城区
诸市镇魏灿种植专业家庭农场的大棚内，一串串成熟的葡萄在
枝头摇摇欲坠。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葡萄，打码、装箱。7 米山 摄

平舆 创新治理模式 为平安建设“加码”

驻马店夏粮喜迎驻马店夏粮喜迎““十九连丰十九连丰””

粮丰农稳的粮丰农稳的““金色金色””答卷答卷
□本报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
本报通讯员 张鑫 陈诚

128亿斤！
近日，一组来自驻马店市农业

农村局的数字显示，驻马店市今年
夏粮播种面积 1171.73万亩，比上
年增加1.71万亩，其中小麦1168.3
万亩，比上年增加3.15万亩，面积、
单产、总产呈“三增”态势。

在“三夏”决战中，驻马店夏粮
产量再传佳绩，天中大地喜迎“十
九连丰”。

仓廪殷实，是国家之福，是百
姓之盼。丰收来自奋斗，实干成就
梦想，金色汗珠写就的数字见证
“中原粮仓”的喜悦，彰显着“国际
农都”驻马店“非凡之年”的“非凡
贡献”。

我们回家了
“再见，再见！一切保重！”
7月 26日，驻马店市驿城区一集中隔离点，防疫工作

人员与解除隔离的群众挥手告别。掌声、鲜花及“战‘疫’
‘泌’胜，共赢阳光”等充满温情的横幅标语，让人感到别样
温暖。告别现场，群众不停说着感谢的话语，为医护人员
“比心”、为抗疫战士“点赞”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互助精神
在这片土地上不断传承。

据悉，本次在驿城区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泌阳转
运隔离人员共有591名，当天结束集中隔离并顺利踏上返
乡路程。7 文/张鑫 图/米山

地处黄淮平原地处黄淮平原、、素有素有““中原粮仓中原粮仓””之称的之称的驻马店驻马店，，广袤田野生机勃勃广袤田野生机勃勃。。77 米山米山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