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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茄棵上的青虫治住了，丰收在望。

这次多亏了咱河南日报农村版及时出手帮

助啊！”9月1日一大早，太康县京豫种植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克拨通本报记者电话，向

记者报喜！

前不久，太康县马头镇京豫种植专业合

作社500亩茄苗遭遇青虫袭击，严重的一棵

茄苗上多达七八个青虫。为保住茄苗，合作

社雇用了40名逮虫工和15名打药工，24小

时连轴转，但收效甚微。眼看着数百亩茄苗

被青虫吃掉，8月21日，合作社负责人王克

拨打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电话求助。接到

求助后，本报记者迅速与县市有关植保专家

进行联系，并赶赴现场察看虫害情况。8月

22日，本报曾作报道。

经专家现场“会诊”，最终确认此次茄苗

虫害是以危害蔬菜为主的杂食性害虫——

甜菜夜蛾。在专家的建议下，合作社及时组

织人员进行蔬菜药物喷洒，并辅以人工捕

捉，“3～5天集中一次叶面喷药，持续两三

次就把虫害消灭了。”王克说。

据王克介绍，报道刊发后，也引起了当

地党委政府、工商等部门的重视。马头镇党

委给合作社免费提供了喷药工具和蔬菜用

药，工商部门多次带领蔬菜经纪人上门了解

情况，研究茄子销售对策。同时，工商部门

工作人员还帮合作社建立了销售网页，上传

了茄子、辣椒等合作社经济作物照片、价格、

电话和销售时间等，帮合作社加大宣传力

度，目前已有多名外地客商与合作社取得联

系，要订购茄子。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

刘杰 胡恩来）“以前召开村民会

议，即使发二三十块钱的补助也很

少有人来，自从村民代表会议‘十

制工作法’实行后，现在不管是不

是代表都争着参加。”8月29日，郸

城县石槽镇分包高庄村的干部马

玉敬对记者说。

今年以来，郸城县针对群众反

映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落实不到

位、会议质量不高、村务公开不实等

热点问题，积极探索民主决策、民主

管理、民主监督长效机制，创新实施

了以“干部旁听制、民主表决制、代

表问询制、工作述评制、村务公开

制、代表推选制、定期召集制、民主

提议制、会议备案制和绩效考评制”

为主要内容的“十制工作法”。

有话就让群众说。新城张号

楼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问题久拖

未解，通过代表问询、民主表决、村

务公开等程序，几个会就让群众疑

云尽散。

观点摆在桌面上。城郊乡3

起缠访闹访积案，通过村民代表会

议，把问题暴晒在阳光下，让群众

评议表决，很快便息诉罢访。

工作好坏群众评。白马镇闫

寨村群众对村干部工作不满意，民

主测评不及格，3名村干部不得不

引咎辞职。

目前，该县236个行政村按照新

机制召开了村民代表会议，1200多

名干部旁听了村民代表大会，现场

解答政策性问题620条，解决群众

反映的低保等热点问题305个，化

解矛盾纠纷和信访积案317起，兴

办实事1299件。“十制工作法”切实

转变了干部作风，密切了干群关

系，有效化解了农村热点难点问

题。这一成功探索被称为“郸城经

验”，目前正在周口全市范围内推广。

“推行村民代表会议‘十制工

作法’，听政于民，还权于民，服务

于民，为干部群众架起了‘连心

桥’；同时，使干部接了地气，聚了

人气，添了底气，成为新形势下做

好农村工作的新平台，化解基层难

题的新杠杆，促进农村发展的新载

体。”郸城县委书记刘广明如是说。

本报讯（记者黄华）“截至8

月28日，全国已有《人民日报》、新

华社等60多家主流新闻媒体报名

参加采访2013年中国‘农洽会’。”

8月30日，2013年中国“农洽会”

大会新闻宣传部向外发布消息说。

据大会新闻宣传部介绍，今

年是“全国农洽会”更名为“中国

农洽会”的第一年。从目前报名

参与采访的情况来看，《人民日

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

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

电视台等国内主流媒体，《香港商

报》、《香港文汇报》、《香港大公

报》等香港媒体以及人民网、新华

网、新浪网等网络媒体均派出了

强大的采访阵容。

据了解，今年大会的开幕式

将不再进行现场直播。届时，河

南电视台直播组将采取全天整点

新闻 4次即时直播（9月 6日 9∶

00、11∶00、12∶30、16∶00）的形式

对大会的重大活动、重要内容、展

会特色及亮点等进行报道。

本报讯（记者黄华）8月30

日，记者从2013中国“农洽会”文

艺宣传组获悉，今年“农洽会”的文

化演出活动形式多样，精彩纷呈。

驻马店市文化新闻出版局社

文科的韩科长告诉河南日报农村

版记者，今年“农洽会”期间不搞大

型演出活动。精彩的戏迷擂台赛、

民间的文艺节目汇演、优秀剧目展

演等由驻马店本土演员表演的节

目将贯穿整个会议期间，让参会客

商天天都有演出看。

据介绍，“农洽会”期间“西平大

铜器”、“平舆丝弦道”、“汝南罗卷戏”

等平时难得一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将集中展演。此外，“农洽会”期

间还将举办摄影、天中书画精品、陶

瓷书法、农民画展等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9月1日

上午，许昌东站通往北京西站的始发

高铁G6916（G90）次正式开通。

据了解，这趟始发动车车次

为 G90 次，8∶15 在许昌东站始

发，8∶40到郑州东站，11∶30到达

北京西站，全程仅需3小时15分

钟。如果乘客在许昌东站乘车到

北京，要先买一张许昌东站到郑州

东站的G6916次车票，再买一张

郑州东站到北京西站的G90次车

票。这两张票是联程票一趟车，在

窗口一次办理，从许昌到北京不换

车、不换座。这趟车票源充足，上

车时间宽裕，不仅弥补了上午时间

段许昌到北京没有高铁车次的盲

区，还解决了郑许之间短途车次时

间点不够早的问题。

据介绍，这趟“始发高铁”给许

昌预留直达北京的车票有 200

张。但是，为许昌预留的200张高

铁票目前无法在12306网站上预

售，G6916(G90)次车票在许昌的

预售主要通过许昌东站、许昌火车

站，以及许昌各县(市、区)和附近的

临颍、郏县等共17个代售点进行。

本报讯（记者成睿智 见习记者董豪

杰）8月30日，省检察院召开全省检察机关

服务企业发展座谈会。邀请在豫的国有、

民营企业家代表，共商如何进一步做好检

企共建、服务企业发展工作。

省检察院检察长蔡宁在会上表示，服

务企业发展，要坚持“积极主动、依法规

范、全面有效”的服务原则，做到“三个积

极作为、五个坚决不为”：即在充分履行

法律监督职责、营造经济社会发展良好

环境上积极作为；在主动为企业提供法

律服务、为党委政府当好参谋上积极作

为；在改进执法方式、增强服务效果上积

极作为。以服务为名越权办案或有案不

办的做法不为，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行

为不为，有碍企业经营和招商引资的手

段措施不为，与地方保护主义有关的事

项不为，有违公正廉洁执法的事情不为，

努力做到到位不越位、参与不干预、帮忙

不添乱、服务不代替，实现服务企业发展

效果的最大化。

“十制工作法”
破解农村难题

郸
城
县

许昌进京“始发高铁”
昨日开通

主流媒体聚焦“农洽会”

本报讯 (记者林常艳)8月30日下午，省

委三号文件督查推进工作第一次例会在郑

州召开。省政府副省长、省委农办主任王铁

在会议上强调，要加强督查工作，力求“三

农”工作真抓实干、多出成效，要“督细、督

实、督紧、督真。”会议由省委农办常务副主

任安伟主持，50多个厅局主要领导参加。

在听取了省直各有关单位贯彻落实中

央一号文件、省委三号文件重点任务情况汇

报后，王铁指出，这次督查推进工作是省委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的一项十分重

要的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的重大举措，也是确保2013年

中央一号文件、省委三号文件确定的政策措

施真正落到实处的有效手段。

王铁指出,让政策落实地是督查推进

工作的主要目的。农口部门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从省委三号文

件落实入手，着手解决“四风”中的形式主

义，反对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

件。省委农办这次将省委三号文件中的6

个部分28项，分解细化成了79条，200余

件工作任务，并明确到 55 个相关部门。

将采取灵活多样的督查方式，每月定期召

开督查推进工作例会，专题通报，不定期

进行随时通报，并开展回访问效、实地复

核。年底进行全面督查。要创新督查手

段，做到“督细”，抓住问题，一问到底；做

到“督实”，实实在在督查到位；做到“督

紧”，明确量化指标；做到“督真”，动真格，

较真劲。建立督查通报制度，对抓落实成

绩突出的，要予以通报表扬，对拖拉推诿、

敷衍塞责、落实不力的，要敢于“曝光”、敢

于通报批评。要做到奖罚分明，对成绩突

出的单位和个人要进行表彰奖励，对发现

落实不到位的单位要限期整改。会议确定

将建立兼职督查员队伍，配合并参与省委

三号文件的督查工作。

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利用4个月时

间，按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

求，切实转变作风，求真务实，齐心协力、真

抓实干，把政策变为执行力，全力以赴做好

督查工作，确保中央一号文件、省委三号文

件确定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三农”工作要“督细、督实、督紧、督真”
副省长王铁在省委三号文件督查推进工作第一次例会上强调

记者从省招办获悉，今年我省成人

高招网上报名工作将于9月17日至9月

29日进行,考试时间定在10月26日、27

日举行。

据了解，网上报名分为考生网上预

报名和考生信息确认两个阶段。网上预

报名时间安排在 9 月 17 日至 9 月 29

日。考生可通过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

（http://www.heao.gov.cn）,登录“河

南省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生网上报名系

统”，输入个人报考信息，并选定考区地

点、信息确认点和确认时间，并在网上支

付报名考试费和信息采集费。

考生报名信息确认时间在9月22日

至9月29日。在此期间，考生到现场办理

信息确认手续，并交验有关证件、证明及复

印件，接受报考资格审查，采集考生头像信

息、身份证信息和指纹信息,在信息确认阶

段，网上报名系统仍可以接受考生在网上

进行预报名。凡经过网上预报名而未进行

信息确认的考生，报名无效。考生信息一

经确认，不得更改。（本报记者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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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京豫种植专业合作社

青虫已消灭 茄子丰收在望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王青俊

成人高招17日开始网上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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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上午9点多，禹州市火龙镇刘

沟村一个破旧的农家小院内，孪生兄弟刘豪

龙、刘豪峥正挥汗如雨，将刚从地里收回来

的玉米从脚蹬三轮车上卸下，堆放在院子的

角落里。虽然汗水已经湿透了衣衫，兄弟俩

却丝毫没有感到劳累，相反，两个人的脸上

满是快乐与幸福。

原来，家庭贫困的兄弟俩今年同时

考上了大学。最近十几天，在一些社会

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兄弟俩的学费问题

已经解决。

刘豪龙、刘豪峥兄弟今年同时毕业于禹

州市一高，两人分别以优异的成绩被浙江嘉

兴学院和中南林业大学录取。他们的父亲

刘振伟患有糖尿病，常年需要吃药，平时只

能干些轻活儿；母亲四年前因为晒玉米，从

平房上摔下来，成了残疾。一家人的生活全

靠父亲在农闲时干些轻体力的零工来维持，

非常艰难。

刘振伟告诉记者，儿子考上大学后，他

一直为学费发愁，现在不愁了。最近半个

多月，两个儿子陆续得到了不少爱心人士

的捐助。8月26日，中国好人任万祥及其

爱心团队携手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给大儿

子刘豪龙捐助了2000元；一周前，禹州市

三德江商务有限公司为二儿子刘豪峥捐助

了3000元；半月前，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

的爱心人士向两个儿子每人捐助了6000

元，并决定以后每年进行捐助，直到两人大

学毕业。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康晓灿

孪生兄弟发愁学费 爱心人士争相捐款禹州市
火龙镇刘沟村

9月1日，采棉农民工在许昌火车站准备乘专列奔赴新疆摘棉。当日，来自许昌市周边的2800多名农民工将乘坐赴疆棉农专列奔

赴新疆奎屯，开始他们为期两个月的摘棉征程。 牛书培 牛原 摄

“农洽会”上演出多
节目都是本地造

大山深处的守望者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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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麦价可能上扬 上涨预期不宜过高 6版

潢川县18岁青年刘韩奇
勇救落水伙伴献出宝贵生命 2版

父子俩“筑梦”燕子山
李小红、李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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