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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
“治水”
“整地”，
把岗丘变良田
——访内乡县县长李长江

□本报记者 张生平 李海旭
通讯员 周闻杰 王宛楠 郭铮

的利用率不高，
尤其是用到农业生产上的水太
少。为此，经过调研认证，该县采取了闸坝围
堰，
挖塘修窖，
打井修建提灌站，
建好节水灌溉
位于伏牛山南麓、南阳盆地西缘的内乡 工程，
多形式挖掘水资源潜力，
不求形式统一，
县，总面积 2465 平方公里，丘陵面积过半， 重在突出实效，
解决
“望天收”
问题。
83.2 万亩的耕地面积中 90%为中低产田，素
在治水的同时，内乡县突出解决制约粮
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5 月 19 日，记者 食产量的另一个因素：土地。在土地治理上，
来到内乡县。
该县完成投资 203.1 万元，实现机械深翻 0.4
在该县，岗丘区岗丘地贫瘠少水，水源极 万亩、平整土地 0.3 万亩，新修、整修机耕路 30
其缺乏，严重制约了内乡县农业经济的发展。 公里。同时，伴随着东大岗治理、西南部开
该县县长李长江告诉记者：
“我县围绕着为国 发、打磨岗灌区、赤眉截流等工程的实施，内
家粮食做贡献、围绕着提高农民收入做工作， 乡县岗丘区的综合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农业
抓住国家大力支持农综开发的机遇，
利用项目 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资金平台，着力在改造中低产田上下功夫，突
对于农业综合开发给内乡县带来的巨大
出解决制约粮食产量提高的两大因素：水、土 变化，李长江给记者列出了这样一组数字：内
地。”他说，该县境内虽有四大河流，但过境水 乡县已完成中低产田改造 28.25 万亩，新增灌

第五届中国国际航空
运动文化旅游节开幕

溉面积20.6万亩，
新增节水灌溉面积5.6万亩，
新增农田林网防护面积12.1万亩，
治理水土流
失168平方公里，
粮食生产能力净增2644.9万
公斤，
农民纯收入增加总额117.6万元。
在搞好农业综合开发工程建设的同时，
该县突出抓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种植结构，
培育支柱产业。以丹江口水源区为中心的茶
叶产业带正在兴起，5 万亩的伏牛山浩林核桃
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迅猛，该县针对打磨岗
灌区建设了 9 万亩高效烟叶示范区，目前已成

为全省优质烟叶生产基地，先后培育了一批
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吸纳了大批农民务
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明显提升。
对于内乡县农业综合开发的未来规划，
李长江说：
“我县将借助国家加大农业综合开
发力度的东风，按照省政府提出建设高标准
粮田‘百千万’工程的战略构想，利用好农综
开发项目资金平台，全力推进 33.5 万亩高标
准永久性粮田建设，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
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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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 、县长谈农开 54
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河 南 日 报 （ 农 村 版 ） 联办

焦作药农深山采到巨型野生灵芝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毕兴世）5 月
25日，
第五届中国（安阳）国际航空运动文化旅
游节开幕。
据了解，该文化旅游节由河南省民航办、
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文化厅、河南省旅游局、
安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安阳——一
座会飞的城市”为主题，活动期间将举办 2013
中国（安阳）国际通用航空装备博览会，第五届
中国安阳林虑山国际滑翔伞公开赛、安阳青
少年航模比赛和全市青少年纸飞机竞技大
赛，以及文化旅游活动、经贸招商活动和全市
青少年航空科普知识进校园活动。本届航空
运动文化旅游节为期 7 天。

“水墨诗韵·情系雅安”

李鸿玮国画作品郑州开展

本报讯 （见习记者董豪杰）5 月 24 日，由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河南
省爱心基金会联合主办，河南人民书画院承
办的“水墨诗韵·情系雅安——李鸿玮国画作
品巡展”在河南博物院拉开帷幕，此次展出了
李鸿玮的 100余幅国画作品。
据河南省爱心基金会秘书长、河南人民
书画院理事长张书勇先生介绍，雅安地震当
天，李鸿玮就决定把作品巡回展览后进行义
卖，并通过河南省爱心基金会捐献给灾区。

“拳拳五人书画展”
郑州开幕
本报讯 （见习记者董豪杰）5 月 25 日，由
河南省长城书画院、书法导报社联合主办，为
期 7 天的“第二十三回拳拳五人书画展”在郑
州市天下收藏文化步行街开幕，本次书画展展
出了提名作者郑延保、贺云峰、潘小永、韩文
甫、崔根成的 70余件作品。
据了解，
“ 拳拳五人书画展”旨在为全省
书画家提供学习、交流、展示的平台，20 余次
展览共推出了 100余名书画家。

汝阳县付店镇

加紧治理尾矿库安全隐患
本报讯 （记者杨远高 通讯员闪健理）5月
天，
骄阳似火，
但汝阳县付店镇辖区内的39座尾
矿库安全隐患治理工作依然在如火如荼进行
中，
工人们挥汗如雨，
力争在今年汛期到来前完
成尾矿库的全面治理，
确保镇区安全度汛。
付店镇尾矿库数量占该县尾矿库的
69.4%，
每年汛期来临之际，
尾矿库防汛成为当
地政府的头等大事，
耗费了大量人力、
物力和财
力。今年4月，
该镇政府专门聘请河南省尾矿库
专家对全镇39座尾矿库进行全面隐患排查，
下
达整改指令，
并明确5月为全面治理整改月。
截至目前，该镇 39 座尾矿库，已经完成治
理、整改 32 座，还有 7 座正在治理中。

首届中国畜牧产业创意
文化节闭幕
中华全猪宴获基尼斯认证官亲授
“同
一食材研发收集不重样菜肴之最”
称号
本报讯 （记者张舒娜 孙高
成）5 月 26 日，在由中国畜牧业
协会主办，雏鹰农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承办的首届中国畜牧
产业创意文化节（猪文化）的闭
幕典礼上，
“ 猪公馆”开馆、中华
全猪宴开席、2013 中国（郑州）
小猪运动会开赛、中国畜牧产
业（猪业）生态文明发展高峰论
坛 开 讲 ，在 政 府 领 导 、行 业 专
家、企业精英、猪文化爱好者等
千余人的共同参与下，文化节
四大主题活动次第举行，盛况
空前。
中国首家“猪公馆”开馆。
这里有编织、剪纸、绘画、书法等
多种形式的猪文化创意作品和
藏品。参观者可以系统地领略
中国养猪的历史和猪文化在人
类生活中的印记。
文化节展示猪肉美食文化
的“雏牧香”杯中华全猪宴现场
烹饪大赛是一大亮点。用雏鹰

生态猪身上不同部位研发的 98
道菜肴吸引了参会者。现场烹
饪大赛环节，来自郑州 30 家酒
店的专业厨师从幕后走到台前，
娴熟地拿着厨房“十八般兵器”，
或切或雕，或炒或炖……上海大
世界基尼斯认证官现场亲授中
华全猪宴“同一食材（生态猪肉）
研发收集不重样菜肴之最”的称
号。
更热闹的主题活动是“小猪
运动会”，共设有小猪快跑、小猪
跨栏、小猪游泳等八个赛项。来
自全国 16 家小猪代表队亮相赛
场，令观众大饱眼福。
在中国畜牧产业（猪业）生
态文明发展高峰论坛上，专家们
共同探讨了生态品牌发展之道，
并一致认为：山地放养的猪可享
受到足够的阳光、清新的空气、
洁净的水源，使猪群得以健康成
长，猪肉品质得以保证，营养价
值也更高。

太康县马头镇突遭大风冰雹侵袭

冰雹有鸡蛋大小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
员刘俊涛）5 月 23 日晚 7 时 30 分
左右，一场罕见的大风、冰雹天
气过后，太康县马头镇沙沃张、
任屯等多个村庄一片狼藉。
“我也快 70 岁了，像昨天晚
上下这么大的冰雹我还是头一
回见。”马头镇沙沃张村村民任
桂芳告诉记者，
“刮大风时，我们
饭也不敢吃，觉也不敢睡，门也
不敢出。刚开始时先是下雨，接
着是像豆子、花生那么大的冰
雹，后来成了大枣、蛋黄大小，个
别有鸡蛋大小，大概下了一顿饭
的工夫才停。”

“情韵郑州”
唱响新型城镇化赞歌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5 月 25 日晚上，一
场别开生面的主题晚会在郑州市艺术宫举
行。作为“情韵郑州”系列活动之一，这场晚
会的主题为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
据了解，
“ 情韵郑州”是今年郑州市精心
打造的群众文化活动品牌，以贯彻党的十八
大精神为主线，以宣传郑州市委、市政府提出
的“三大主体”工作为核心内容，分为四季举
办一系列富有时代特点的活动项目。今年以
来，
“ 情韵郑州”已成功举办农民工子女专场
培训、老年艺术大学的春季书法班等十几场
活动，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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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5 月 25 日，药农卢发展在展示巨型野生灵芝。5 月 18 日，焦作市药农卢发展在太行山峰林峡景区的深山悬崖上，采摘到一株
巨型野生灵芝。该灵芝为圆形，最大处直径 63 厘米，重 2 公斤，整体呈红褐色，中间有多处凸起的灵芝孢子，在国内实属罕见。
本报记者 马如钢 通讯员 秦林林 摄

“我正准备睡觉，大风把屋
后的大桐树刮歪了，刚建的房子
被砸了个大窟窿，砖头瓦块掉了
一床，门被树枝堵住出不去，我
吓得钻到床底下，趴了一晚上。”
在马头镇任屯村，讲起刮风、下
冰雹时的情景，60 多岁的王洪祥
老人仍心有余悸。
据了解，灾情发生后，马头
镇党委政府立即召开班子会，紧
急布置抗灾工作，该镇组成 8 个
工作组连夜赶赴各村，对各村危
房、五保户、特困户逐一排查，同
时做好灾情统计和群众安抚工
作。

许昌市政府采购要过四关
仅去年一年该市就节约采购资金3.36亿元

全国地市级肿瘤医院联盟管理峰会指出

我国地市级肿瘤医院
已成为防癌抗癌的主力军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刘卫兵）我国
农村年发病肿瘤患者270余万人，
这些农村患者
的80%都是地市级肿瘤医院的服务对象，
地市
级肿瘤医院已成为我国防癌抗癌的主力军。
这是5月26日在安阳市召开的全国地市级
肿瘤医院联盟管理峰会上传出的信息。来自全
国各地的46家肿瘤医院院长参加了由中国医院
协会主办、
安阳市肿瘤医院承办的这一峰会。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原院长赵平谈道，目前我国肿瘤的发病率为
289/10万人，
年新发病肿瘤患者近400万人。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来临，
在未来20年内我

国肿瘤发病率还将处于上升时期。现在我国
在治肿瘤患者有800万人，
肿瘤疾病已经成为
危害我国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一大杀手。
目前，我国肿瘤治疗有国家省部级肿瘤
医院、地市级肿瘤医院、县级肿瘤医院三个层
次，地市级肿瘤医院在承上启下方面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公立专科医院的地市级
肿瘤医院在面向基层进行防癌抗癌科普宣
传、癌症筛查、癌症治疗等方面有着地缘优势
和诊疗特色，全国 90 余家地市级肿瘤医院的
发展也有效缓解了大城市肿瘤医院的医疗资
源不足的压力。

安阳市肿瘤医院院长路常东在会上介
绍了安阳市肿瘤医院以治疗食管癌为特色的
办院之路。安阳市肿瘤医院 1972 年成立，是
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家地市级肿瘤医院，并建
成了有 256 张开放床位的全国最大的胸外
科，年食管癌手术近 3000 台，已经成为我国
食管癌治疗的重要基地。
路常东谈道，地市级肿瘤医院在上级医
院的指导下，要做肿瘤治疗的主导者，做科普
宣传的传播者，做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者，做
先进技术的实践者，做科研素材的提供者，充
分发挥公立医院的主体地位。

沈丘县北杨集乡林寨村党支部书记林峰:

要让村民早日过上小康生活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迟驰
“去年，全村土地整体流转后，村里通过
深耕、平整，加上改造窝子林、边角地、贫瘠
地，新增可耕作地 210 多亩。”近日，记者在沈
丘县北杨集乡林寨村采访时，该村党支部书
记林峰介绍说。
记者看到，
以前分散种植传统农作物的大
田地里，
“水田岭”
、田埂、田间小道全部被平整
了，
这是该村与周边其他村不同的地方。
林峰的父辈一直与农业生产打交道，
他通
过努力，
过上了城里人的好生活。然而，
他没有
忘记村里的乡亲们，
又回到养育他的村庄担任
党支部书记，
带领群众潜心探索土地增效的路
子，成立了种植专业合作社，推动全村土地流
转，
瞄准市场搞种植，
推动农民增收奔小康。
“一个人富裕了还不行，要想办法给村里
办些事，让村民也富裕起来，这就是我当支书
唯一的想法。”开始家里人不支持，亲朋好友
不理解，但是林峰还是坚持下来了，在践行承

诺路上开始了他的富民梦。
在林峰当选村支部书记的第二天，他便
组织村干部、
村民代表赴许昌八里沟村考察土
地流转问题。随即，
召开了400多名村民参加
的大会，
就土地流转、
新村委建设选址、
美丽社
区建设等村里发展的重大问题，
面对面征求村
民意见，
深入展开讨论。
“只要尊重群众的意见，是为了村里的发
展，
群众还是理解我的。在这次大会上，
村民一
致同意土地流转。
”
林峰说。
“整体流转、自愿耕
种、
规模种植”
，
是该村土地流转的大原则。
林寨村林家富专业合作社成立后，购置
了收割机、旋耕机等机器设备，统一播种、管
理、收割，统一对外购料、销售。生产成本下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
员沈晓智）日前，许昌市政府采
购办受该市中心血站委托，对该
站的全自动酶免分析仪进行了
公开招标采购，经过激烈竞争，
最后郑州某医疗设备公司取得
了中标资格。本次采购中标金
额为 37.5 万元，与采购预算 55
万元相比节约资金 17.5 万元，节
支率高达 31.8%。据了解，2012
年 ，许 昌 市 共 组 织 政 府 采 购
5793 次，节约资金 3.36 亿元，节
约率为 13.18%。
该市政府采购部门通过严
把政府采购的“申报、采购、结
算、检查”四道关口，促使采购程
序规范化。申报是第一关，许昌
市政府采购办要求，采购单位需
要办理采购业务时，必须通过电
子化政府采购平台网上填写《政

府采购计划申请表》，上报政府
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审批，政府
采购办公室审核同意后，采购单
位委托市招标投标交易管理中
心或已备案的代理机构办理采
购。进入采购程序时，市招标投
标交易管理中心或代理机构依
据采购单位出具委托书，按规定
程序组织采购；并根据招标结
果，向中标单位出具《政府采购
中标通知书》，并监督中标单位
与采购单位签订书面合同以及
合同履行情况。采购业务完成
并验收合格后，政府采购监督管
理办公室办理入账手续,采购单
位凭此向供应商支款。最后，由
财政、纪检监察、审计等有关部
门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政府
采购法》执法情况检查。

郑州市纬五路一小

举办首届风筝节

降了 20%，合作社与多家生产资料公司、粮
食收购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大大降低了生
产成本和市场风险。
如今，
林寨村的耕地都整理成了大块儿地，
作物的管理与收割都采用大型机械作业，
把劳动
力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
提高了作业效
率，
实现了以规模效应降低生产成本的效果。
随着土地流转、实行规模种植、建立专业
合作社等一项项对村民承诺实事的兑现，一
个农村发展、土地增效、农民增收的新林寨展
现在人们的眼前。
林峰说：
“村民的信任就是自己的责任，
履行对村民的承诺，让他们早日过上小康生
活是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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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郑州市纬五路一小第一届风筝节开幕。该校一（6）
班班主任曹宗雅老师说：
“活动中，孩子们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增进
了友谊，通过放飞风筝，放飞梦想，鼓励孩子们为了自己的梦想勇往
直前。”
杜小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