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张华君 通讯员

吴 辉"#俺家种了
!

亩地$秋收后需

用
"##

斤复合肥$ 郑麦
$!$%

种子

&'#

斤% &

#好$我们记下了% &

$

月
&'

日$禹州市范坡乡农业

办公室人员来到曹徐村村民王山

家$进行农资预约登记服务%这是该

市优化服务措施$积极备战#三秋&

的一个剪影%

禹州市及时为农民发放良种

补贴
!%(

万余元$并广泛征求农户

意见 '组织专家推荐 $选定小麦良

种补贴推荐品种( 组织
)%

名农艺

师深入田间地头$直接指导千亩以

上的秋粮示范园区 $ 确保秋粮稳

产'高产%

#三秋&期间$农资部门将推出延

长营业时间'电话预约'送货上门'扩

大服务项目等多种优质服务措施(农

机部门对农业机械进行全面检修'维

护'调试(工商'质监'农业等部门成立

!

个联合执法组$ 开展农资市场执法

检查$加强市场监管%

!!

禹州!立体服务备战"三秋#

本报讯 !记者田宜龙 通讯员

史丰华 韩学广"今年$唐河县苍台

镇五里陈村
!'

岁的农民陈新国种

了
!

亩玉米'

%

亩花生$眼看就要秋

收了$ 可他却不像往年那样急着给

远在广东打工的儿子儿媳打电话催

他们回家帮忙% 他跟记者解释说)

#村里来了农机作业队$收秋种麦又

快又方便% &

早在
&

个多月前$ 唐河县就开

展了机械化保护性耕作技术宣讲培

训活动$ 先后分三个批次对镇村干

部'农机手'经纪人进行培训$成立

了
'&

个流动机修服务队'

)

个流动

加油站$开展#送维修'送油料'送配

件&三下乡活动% 同时$在全县范围

内进行摸底排查$ 与农户签订农机

作业承包服务合同%

据了解$目前唐河县
'###

多个

农机大户组成
'%#

个农机作业队$

已签订合同
!

万多份$承包机收'机

耕'机播作业面积
$#

余万亩%

!!

本报讯 !记者朱殿勇 通讯员

任晓东 李福利"

$

月
$

日下午 $一

场别开生面的花生机械收获演示会

在武陟县三阳乡举行$ 三个品牌的

花生收获机一字排开$ 吸引了众多

村民的目光%

#这台收获机是我最近才买的%

这几天我已经签了
%##

多亩的花生

机收合同$ 加上买机时国家补助的

'&##

块钱$今年收回机械成本没有

问题%&圪 店乡大城村农机手张丰

收对记者说%

今年武陟县加大了新型农机补

贴力度$

&')

万元的国家粮食产业工

程农机装备推进项目和
"&$*!

万元的

农机购置补贴项目先后在该县实施$

总补贴资金近
%%)

万元$极大提高了

农民购买新型农机的积极性%

!!

本报讯 !记者于亚男 通讯员刘剑飞"

#如今俺农民也能上网了$这乡村网吧真是太

方便了$靠网上信息圆了俺们的致富梦呢* &

日前$ 正在村文化活动室的电脑上浏览致富

信息的西峡县丹水镇英湾村农民李建才高兴

地对记者说%

西峡县在新农村建设中 $大力实施 #三

电合一 &工程 $投资近百万元在丹水 '西坪

等村文化大院配备电脑等网络设施 $ 方便

农民上网寻找致富信息和发布销售信息 $

去年该县丹水镇果农李明方的
&&

亩猕猴桃

在网上发布购销信息后$广州 '上海等地的

客商纷至沓来$全镇的猕猴桃被抢购一空 %

乡村网吧还成为果农学科技的#课堂&$西坪

镇果农陈海柱家的猕猴桃出现了黄叶病$他

很快在网上找到了防治措施$防止了病害的

蔓延%

时下$ 该县已建成乡村网吧
)#

多家$乡

村网吧已经成为西峡农民学技术' 闯市场的

致富捷径$该县的猕猴桃'香菇等特色农产品

通过网络远销到全国各地%

!&"

组版编辑 翁 韬 高 超
!""!

年
"

月
#$

日 星期三
!"#$# %$&'(

!

目前治疗关节炎的药物$ 主要还是起延缓发病时间和减

轻症状的作用$这些方法往往只能缓解症状$治标不治本$掩

盖病情恶化的实质% 而免疫系统对关节的攻击破坏却从来就

没有停止过$ 关节的炎症也一直存在++这正是许多关节炎

患者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

从国家卫生部传来消息$ 我国成功引进了美国新型天然

抗风湿素)中国名为#关支灵&免疫胶囊% 根据美国'加拿大和

我国上海的仁济医院'长征医院'广州医科大学$联合对近万

例风湿'类风湿病'骨关节炎病人的临床观察表明)

该产品为纯天然生物制品$ 其主要成分鲸蜡烯酸酯被细

化到了纳米级别$更易被人体吸收$能迅速纠正紊乱的免疫细

胞$阻断关节炎发病$拔除关节炎病根$且对人体无任何毒副

作用和依赖性%

大部分患者只需
!"#$

天就能见效$极少部分患者在服完

%

个疗程才见效$且康复后无需长期服用$被专家们称为)#真

正的关节炎治疗&%

"

月
%&

日上午$将在郑州举行一场病友联谊会$届时有

河南医科大学的专家到场$如需参加$可以报名%

咨询电话!'(&)*++"&#"'! ++""#,(-

如需要关节炎健康治疗书籍$可来电索要$免费邮寄%

!"#$!"#%&'(#)*#+,-,(#./(012345

拔除关节炎病根

本报讯 !记者尹红杰 通讯员张本贵

王永强"仲秋时节$淅川县处处是热气腾腾的

建设场面% 在县生态经济园区$ 淅铝集团
+,

板项目'减震器厂扩建项目等都在如火如荼地

进行% 在荆紫关镇$清代一条街改造项目正进

入修复冲刺阶段% 该镇党委书记刘贵献说 )

#县里把包括寺湾'西簧在内的三个乡镇作为

荆紫关板块$重点扶持$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

发展空间%仅我镇上半年就完成财政收入
!##

余万元% &

淅川有山区'库区$还有移民区$各地资源

不同'发展基础不同$不可能齐头并进%如何实

现经济又好又快平衡发展$淅川县委书记崔军

认为)#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 统筹城乡规划$

支持一部分地区率先发展$ 形成块状经济高

地$带动整个县域经济跨越式平衡发展% &

近年来$淅川县确立了#重点建设县城生

态工业区'渠首生态经济区'仓房旅游经济区'

荆紫关旅游经济区四大优势经济板块$培育四

个增长极&的发展思路% 按照#优生优育&的发

展理念$强力实施扶优扶强战略$对四大板块

实行税收返还'项目倾斜'重点项目贴息等优

惠政策% 今年
!

月份$淅川县福森药业等
!

大

骨干企业和
&)

家成长型企业共得到了
%*'

亿

元的扶持% 连续三年$淅川县仅用于支持四大

板块的发展资金就高达
-

亿元% 今年$四大板

块先后上马项目
"$

个$总投资
%-

亿元%

仓房镇虽然人口不多'面积不大$但旅游

资源丰富$又毗邻武当山风景区$该县把仓房

镇作为一块$积极扶持$突出发展休闲旅游业'

观光农业$着力打造全省旅游强镇%#现在仓房

镇的坐禅谷景区'四大名寺之一的香严寺都已

经晋升为国家
".

景区$今年五一期间就接待

游客
%

万余人次%仓房镇旅游有力带动了丹江

风景名胜区的发展% &淅川县旅游局局长张道

文告诉记者%

均衡发展的四大板块有效带动了全县经

济的提速% 今年上半年$淅川规模以上工业完

成产值
%'

亿元$同比增长
'-/

(完成地方财政

一般预算收入
&*!)

亿元$同比增长
'%*&/

%

!!

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战略

淅川!科学发展观催生"块状经济#

本报讯 !记者陈学桦"据

省商务厅监测$ 本月初我省生

活必需品市场上禽类'蛋类'蔬

菜' 水果价格上涨$ 桶装食用

油'水产品价格下跌$粮食'肉

类价格持平%在被监测的
!#

种

商品中 $

"&

种商品价格上涨 $

占
)&*(/

$

&"

种商品价格下

跌$占
'&*!/

%

桶装食用油零售价格月

初小幅下跌% 其中$花生油'菜

子油'调和油分别较上月末下

跌
#*'-/

'

#*)!/

'

#*)%/

$ 豆油

较前一周持平% 国内食用油价

格已持续一个多月大幅下跌$

虽然#双节&期间市场需求有所

增加$ 但是受国际食用油市场

持续低迷的影响$ 并未带动国

内食用油价格止跌上涨% 预计

后期我省食用油价格将保持稳

定并伴随小幅下跌%

猪肉价格继续小幅下跌%

虽然我省肉类零售价格较上月

末持平$ 但鲜猪肉零售价格继

续小幅下跌$跌幅为
#*&!/

$预

计后期我省猪肉价格仍有继续

小幅下跌的压力%

受#双节&消费需求旺盛的

影响$禽类'蛋类零售价格小幅

上涨% 同样$受地产夏菜进入收

尾阶段$上市量较前期相对减少

的影响$叶菜类蔬菜和瓜果类蔬

菜价格均有所上涨%后期我省蔬

菜价格将继续小幅上涨%

!$

我省本月初禽蛋菜价格上涨

本报讯 !记者宋华茹 通

讯员张 旭"

$

月
&'

日$在欢快

的音乐声中$全国首家肯德基

高速路服务区餐厅,,,京港

澳高速公路许昌服务区餐厅

开业%

这家餐厅由郑州肯德基有

限公司投资
%###

万元建成$占

地面积约
%##

平方米$全天
'%

小时营业% 中原高速有关负责

人在开业仪式上称$ 随着河南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的延伸$中

原高速希望通过引入多种餐饮

形式来满足多元就餐需求'提

升服务水平% 而肯德基豫鲁市

场经理则表示$ 如果这家餐厅

运行良好$ 将作为示范店在全

国推广%

!-

洋快餐进驻中原高速路

法国专家指点开封黄河生态旅游
本报讯 !记者王胜昔 通

讯员李世强 杨国敏"#这么好

的地理位置' 这么好的生态条

件$ 如果开发不好$ 实在可惜

了* &

$

月
-

日$开封市金明区

水稻乡孙庄村迎来了一位特殊

的客人$ 法国旅游规划专家丹

尼尔-吉诺先生来到开封市黄

河生态旅游示范园区进行实地

考察%他一边用相机拍照$一边

通过翻译向当地负责人详细询

问这里的地理情况' 各类资源

分布及历史传统情况%

据介绍$金明区水稻乡位于

开封市黄河生态旅游示范园区

的中心位置$这里不仅地理位置

优越$而且有众多的传说和历史

故事$ 风光秀丽$ 景色如画$以

#悬河楼& 为重点工程的生态旅

游景点即将开发建设% 据了解$

丹尼尔-吉诺先生曾在法国'以

色列'马达加斯加'加拿大'摩洛

哥等国专门从事旅游发展管理

工作$这次专程来到开封$将对

孙庄村进行为期
&#

天的调研$

之后向当地政府提出切实可行

的建议和相应的规划$力争将开

封市黄河生态旅游示范园区打

造成知名的#绿色园区&$让孙庄

村成为绿色生态旅游村%

!-

本报讯 !记者董学彦"#真没想到$现在

我们也能像城里人一样用上自来水了* &

$

月

"

日$ 新密市刘寨镇吕楼村农民刘根兴奋地

告诉记者%他拧开水龙头$看着清澈的自来水

哗哗流出$笑得合不拢嘴%

刘根说$以前他们村里人吃水$都要跑到

村外用水车去拉% 一车水
&!

块钱$几天就用

完了% 去年底$市水利局投资
'%-

万多元$兴

建了赵贵岗集中供水工程$ 让刘寨镇
&##!"

名农民足不出户就吃上了安全水%

新密市水利局局长徐培林介绍$新密市

人均水资源只占全省的八分之一 $ 有
&$!"

万农村居民长期饮用高氟 '高钙 '苦咸水 '

污染水$身体受到严重影响% 为解决农民安

全饮水问题 $ 从
'##!

年起 $ 新密市投资

')'(

万元$ 用两年时间解决了
!!%-

万人的

饮水不安全问题% 今年$新密市安全饮水工

作再上新台阶$投入工程资金
&(##

多万元$

全市将有
%!%

万人告别不安全饮水$成为新

密市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启动以来$投入年度

资金最多'解决人数最多 '建设规模最大的

一次%

!&"

本报讯 !通讯员樊翠华"

$

月
-

日这天$

#鸡司令&张晓东心里乐开了花)他在杨树林下

养的#绿色鸡&不但被三个农家宾馆包销$而且

鸡蛋也被南阳市的一家大型超市找上门来订

购%目前在内乡县$像张晓东这样的#鸡司令&

超过
"##

人$平均每户年增收
'

万元%

林间清新的空气$适宜的环境'温度'湿

度有利于畜禽的生长$畜禽发病率降低$用药

减少$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有利于生产绿色

无公害产品$饲养效益显著%

为加快林间饲养$ 该县制定了各项优惠

政策$对从事林间饲养的大户在资金'物料等

方面给予支持% 县林业部门引进推广了适宜

林间饲养的土种鸡'肉鸭'蛋鸭'肉鹅等新品

种$大胆探索建简易大棚等林间饲养新模式$

同时通过举办培训班$开展咨询服务$发放科

技资料$ 现场指导等多种形式加强了对林间

饲养户的技术培训%

目前$ 内乡林地鸡饲养总量达到
&)#

万

只$ 林地养鸡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一条

新途径%

!$

新密)

&#万农民喜饮安全水

内乡)

林地养鸡催生 "##"鸡司令&

西峡)

乡村网吧圆农民'致富梦&

本报讯
0

通讯员宋德永
1$

月
&!

日是

#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省环保局表示$我省已

制订了 .加强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能力建设

项目工作方案/$加快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

臭氧层是分布在平流层中距地面
&)

至

"#

公里左右富含臭氧的部分$ 能吸收
$$"

以

上对地球上的生命有害的太阳紫外线$被誉为

地球上生物生存繁衍的保护伞%目前$制冷'清

洗'烟草'消防'助剂及制冷维修等行业大量使

用氯氟烃'哈龙'四氯化碳'甲基氯仿和甲基溴

等物质$对臭氧层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据省环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

月$

省环保局成立了履行保护臭氧层国际公约领

导小组$ 开始全面普查辖区内所有相关的行

业和物质$特别是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

企业和主要市场$包括家用制冷行业'工商制

冷行业'制冷维修行业'清洗行业'烟草行业'

气雾剂行业'甲基溴消费行业'泡沫'消防'助

剂等$建立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销售和使用

企业数据库及信息系统%

在此基础上$ 推动企业限期淘汰消耗臭

氧层物质$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消

耗臭氧层物质行为( 在新建项目环评审批时

加入对消耗臭氧层物质审查的内容$ 严格禁

止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和使用项目新'改'扩

建$ 坚决杜绝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和使用设

施的建设和转移 !国际公约目前不需要淘汰

的
2343

生产设施除外"% 同时$要积极推动

建立消耗臭氧层物质回收管理制度$ 对必要

用途使用和原料使用进行登记和监管%

!&"

$

月
&!

日! 社旗县赊店镇社区幼儿园的

孩子们!用手中的画笔描绘美丽蓝天!以迎接

"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的到来$

""

宋同杰 摄

我省加速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
涉及冰箱'空调'泡沫'清洗等领域的生产和消费

唐河!村里来了农机作业队

武陟!新型农机俏乡村

本报讯 !记者董 娉"

$

月

&!

日$一架南航波音
(%(5%##

全货机满载
$-

吨货物$ 从郑

州新郑国际机场起飞直达德

国帕西姆机场 $ 这是第一架

#国字号& 货机直航到达德国

帕西姆机场$比原来用国外航

空公司的飞机飞行时间节省

了
&

小时%

据新郑机场航空港的工

作人员介绍$这是德国帕西姆

机场被河南人庞玉良收购以

来$迎接的第一班#国字号&民

航飞机% 此前$中国的货物运

到帕西姆机场去$用的都是英

国'阿联酋等国航空公司的飞

机 % 南航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 目前南航的货机航程较

远 $ 载重量为
&&)

吨的波音

(%(

,

%##

全货机在目前航段

上只能装上
-)

吨左右的货

物$ 通过在帕西姆机场经停$

能多装
&)

吨以上%

据了解$目前$中国各大航

空公司在欧美都不能完成客

运'货运续航$必须把业务转让

给当地的主权航空公司继续承

运% 帕西姆机场公司对机场周

边
(###

米以内的领空拥有管

理权$ 中国籍的民用飞机在帕

西姆机场起'降$可以不受德国

和欧盟的限定$ 通过帕西姆机

场$ 中国的飞机就能在德国境

内直接续航%

!(

!国字号"货机首次直航德国

!$

月
&)

日!沁阳市西万镇西万村村民郭公社在装

运机收的玉米棒$入秋以来!该市玉米机械化收获工作进

展顺利!截至目前!已机收玉米
"

万亩$据悉!今年该市将

有近
&)#

台玉米联合收割机投入秋收! 机械化收获面积

将超过
&#

万亩$

""

杨帆 郅双燕 摄

!$

月
&"

日!罗山县彭新镇农民正在收割水稻$ 该

县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今年种植水稻
$!

万亩!平均

亩产可达
!'#

公斤$

""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收获金色的秋天

$

月
&#

日!温县天狼鞋业有限公司技术

人员正在检查产品质量$ 该公司改良生产的

新型解放鞋!热销北美及欧洲
&)

个国家和地

区$

""

徐宏星 摄

"

各地传真

$

月
&!

日!内乡县余关乡的留守妇女在"福海水利手套%加

工厂!生产出口日本的礼仪手套$ 该县通过招商引资!在农村建

成了一大批企业!使留守妇女不出远门当上工人$

""

张中立 程宗安 摄
!$

月
&%

日!原阳玉米丰收!全家老少忙收获$由于

今年风调雨顺 !当地玉米 &花生 &大豆等秋作物喜获丰

收$

""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