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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仲景文化”助力绿色崛起

洛阳

投入1600万元抗旱保秋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卢忠哲

马雯）南阳是医圣张仲景的故里，10月22

日～23日，这里将举办第十一届张仲景医

药文化节。

2002年以来，南阳市已举办了十届张

仲景医药文化节。南阳以节会为载体，整

合资源，接补链条，围绕“医、保、教、产、

研、文”六位一体的发展格局，重点突破，

整体推进，把中医药产业纳入经济社会发

展的总体规划，成立中医药产业发展协调

管理机构，通过一批实实在在的项目建设

和举措，推动了南阳中医药产业大发展、

快发展。

南阳盛产中药材2356种，储量2.4亿

公斤，有山茱萸、辛夷、丹参、桔梗、麦冬、

天麻、杜仲、半夏等30多种地道药材，现已

建立了以南召辛夷、西峡山茱萸及天麻、

桐柏桔梗、方城裕丹参、内乡黄姜、镇平杜

仲、唐河栀子、邓州麦冬、社旗板蓝根为主

体的十大中药材科技示范基地。依托丰

富的中药材资源，一批中药龙头企业迅速

崛起，中医药已成为南阳的特色产业、优

势产业。宛西制药在河南、安徽、福建等

地建立了六大中药材基地，生产车间全部

通过国家ＧＭＰ认证，主导产品六味地黄

丸全国市场销量第一，连续多年被认定为

中国制药工业百强、中国中药企业50强。

如今，张仲景医药文化节不仅成为国内

外具有较大影响的一个节会品牌，而且推动

了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签约。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戚富岗）

“如何实现由传统农业大县向现代农业强县

的转变，实现全县经济的追赶跨越发展，我

们一直在尝试、在实践。”10月19日，商水县

委书记刘政接受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采访

时如是说。通过努力探索，商水县走出了一

条符合发展实际的现代农业兴县之路。

常年粮食总产超过10亿公斤，为国家

提供商品粮6亿公斤以上。是国家粮食生产

先进县、科技工作先进县、国土绿化模范县、

生猪调出大县，还是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重

点县、“红旗渠”精神杯竞赛先进县。一组组

数字和一项项荣誉，让人们感受到商水县农

业的勃勃生机。

以工业理念经营农业，走农业产业化

发展之路。该县大力扶持涉农企业和农民

专业合作社发展，坚持项目带动。重点围

绕六和日日红肉禽屠宰加工项目发展肉禽

养殖；围绕牧原公司和正大集团项目发展

规模养殖；围绕林木经济发展实施品牌战

略打造“中原板材之乡”；依托中原泛家居

产业园拉长产业链条推进农业产业化集群

发展。

强化科技支撑，走科技兴农之路。全

面开展与省农科院合作的“院县共建”活

动，抓好粮食高产技术推广，实现高标准粮

田与粮食高产创建同步推进。通过加快基

层农技推广服务站建设，推广良种和测土

配方施肥。

下转第二版

现代农业实现提质增效

10月17日，听说记者要采访丈夫赵火

生，李聪明急忙在村口候着，她说丈夫干活从

不带手机，怕影响工程质量。在李聪明的带

领下，记者在亢村一处工地找到了赵火生。

“俺家火生心肠好，诚实、心善，好帮助

人，这也是俺嫁给他的原因。”看得出，李聪

明对丈夫有点崇拜。现在救助老人都怕讹

上，李聪明也怕，时常告诫丈夫不要多管闲

事，可赵火生不听，他救助老人好几次，一次

也没被讹。赵火生说：“世上还是好人多。”

赵火生今年52岁，是沁阳市王召乡尚香

村人，学得一手过硬的泥瓦匠手艺。他的手

艺在沁阳叫得很响，但他爱做好事在沁阳知

道的人却不多，因为他从来不说。他从事工

程28年，老板称他是“专业尖子”，乡亲们称

他“善心人”，朋友们说他是个爷们儿。

在亢村，赵火生正在铺地板砖，户主宋国

荣大娘说起赵火生夸个没完：“你看看这地板

砖铺的多平整，这缝、这线，活干得真细。俺

选这个工程队干活，就是冲着火生来的。”宋

国荣介绍，赵火生干活从不偷工减料，质量一

流。赵火生说：“乡亲们一辈子弄个房不容

易，干不好，对不起乡亲、愧对良心！”

赵火生所在的王龙建筑工程队给赵火

生的工资是每天100元，自从赵火生出了名，

找他干活的人很多，有工程队给他每天150

元工资，他拒绝了；有朋友、亲戚出高价私自

约他干活，他将活转到了工程队。他说：“人

活着讲的是诚信，没有诚信，也别想赚钱。”

去年8月，言状村80岁的言文中大爷骑

三轮车遇急转弯翻了车，三轮车正压在胸

上，言大爷呼吸困难，情况甚是危急。恰巧

被回家的赵火生遇上，他二话没说，上前抬

起三轮车，将言大爷救起。至今，言大爷说

起此事仍记忆犹新。他说：“好几个人路过

都没管，我想是怕讹上吧，要不是火生管了，

俺就被三轮车压死了。”

今年3月23日，乍暖还寒，龙涧村4名

儿童在涧河边玩耍，8岁儿童刘宇和不慎滑

入5米深涧河，情况危急万分。在路一侧干

活的赵火生听见儿童哭救，快速跑到河边，

顾不上脱棉衣扑通一声跳入河中，他水性不

好，用仅会的“狗刨式”奋力接近刘宇和，将

他推到岸边，自己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才挣

扎上岸。

上岸后，刘宇和嘴唇发紫，呼吸困难，赵

火生对其进行了急救后，又急忙让人将刘宇

和送往医院。

刘宇和的父亲得知赵火生为救儿子手

机进水报废后，给赵火生送来2000元钱，让

他换个手机，被赵火生婉言拒绝了。他说：

“没什么，谁看见这情况都会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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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农民工”就在你我身边

【人物档案】

【推荐人语】

爷们儿泥瓦匠赵火生

赵火生，1962年12月生，沁阳市王召乡

尚香村人，在沁阳王龙建筑工程队干水泥

工。28年打工生涯，他靠诚信与质量赢得了

乡亲们的赞誉，他做好事不留名，救助老人不

怕讹，在危急关头，他总能挺身而出。

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

事，难的是做好事不计得失、不顾个人安危。

沁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张玉红

□本报记者马如钢通讯员邓小芳文/图

10月19日，濮阳家家宜米业有

限公司的稻谷收购点热闹非凡，自

动称重系统前售稻谷的农用车排起

了长队，付款窗口前领到卖粮款的

稻农们个个脸上洋溢着笑容。濮阳

县白堽乡稻农石玉高和家家宜米业

签有订单，今年他种了6亩水稻，卖

了 2826 公斤稻谷，不仅拿到了

8760.6元的卖稻谷款，他还得到了

282.6元的奖励。他说：“今年天旱

收成不太好，去年收成好奖了我300

多元钱呢！”

据家家宜米业公司董事长王洪

伟介绍，目前，与他们公司签订订

单的农户有1.5 万户，种植无公害

水稻15万多亩。公司不仅从种子、

育苗到收割提供全过程服务，还根

据农户销售的稻谷的品质不同，每

公斤给稻农0.02元到0.3元不等的

奖励。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通讯员

王耀峰）“各相关部门要迅速行动

起来，全力以赴抗旱保秋，想尽一

切办法保障群众饮水供应和安

全。”10月19日，洛阳市委常委、农

工委书记史秉锐在伊川县查看抗

旱工作时再次强调。

今年1至9月份，洛阳市平均降

雨量为365.08毫米，是多年同期降雨

量566.6毫米的64%，降雨量的减少

导致该市水库蓄水量持续下降，目前

洛阳市大中型水库的蓄水量仅为

50%，小型水库多数已经接近“死水

位”，伊川县、偃师市等县(市)达到重旱

级别，持续的旱情对秋播进度和部分

地区群众饮水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目前洛阳市已投入抗旱资金

1600万元，重点用于抗旱水源建

设、病坏设施修复、渠道清淤疏通、

抗旱机具购置和抗旱服务队建

设。洛阳市水务局组成5个督导

组对各地抗旱工作进行检查，安排

技术人员对各地抗旱提供技术服

务。截至目前，洛阳市计划播种小

麦377万亩，已播种150万亩，各

地采取建立供水点等服务措施，保

证群众饮水供应和安全，没有发生

断水导致牲畜死亡现象。

10月18日，孟州市槐树乡北杨村村民在加紧铺设抗旱管道，加快

抗旱种麦进度。该市抗旱应急工程总投资23万余元，工程涉及5个乡

镇街道6个村庄，新修建灌溉渠道500米、修建提灌站2处，工程完工

后，可新增灌溉面积3000余亩。 赵春营 薛德安 摄

本报讯（记者张莹）10月18

日上午，随着中部金属物流有限公

司与宝钢、武钢等企业签订合作协

议，作为郑州航空港区建设的配套

工程——中部金属物流园区昨日

大面积启用，部分企业商家开始入

驻。这个颠覆传统货物交易模式

的现代综合物流园区未来将实现

“淘宝网”式的电子商务平台模式

展开商贸交易。

中部金属物流园是由郑州铁

路局、河南物资集团和安阳钢铁集

团联合组建打造的金属材料综合

物流服务示范园区。该园区东临

京港澳高速，南靠新郑国际机场，

西连107辅道，北临陇海铁路，交

通十分便利。园区占地568亩，规

划总投资7亿元，设计铁路专用线

5条，完全建成投入使用后，将形成

500万吨年吞吐能力。

▲

中部金属物流“航母”起航

赵火生正在为乡亲们垒墙赵火生正在为乡亲们垒墙

按着订单种水稻
濮阳稻农收益高

□本报记者 李林山 文/图

本报讯（记者苑海震）本周我省基本

无降水，干旱还将持续。

10月20日，省气象台预报说，本周我

省基本无降水，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

偏少，大部分地区的干旱仍将持续。周降

水量：西部、北部0mm～2mm。

本周没有强冷空气影响我省。周中

后期有弱冷空气扩散影响，气温较周前

期稍有下降。周平均气温与上周基本持

平，接近常年同期。周平均气温：西部山

区11℃～12℃，南部14℃～15℃，其他

地区13℃～14℃。周内极端最低气温：

北部、西部山区 3℃～5℃；其他地区

5℃～7℃。

主要天气过程为：21日，西部阴天，

其中三门峡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

雨，其他地区多云。凌晨到上午，南部局

部有雾，其他大部分地区有轻雾、霾，全

省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22日，全省

多云转晴天。23日，全省晴天间多云。

周末前后，有一次中等偏弱冷空气扩散

影响我省。

本报讯（记者 芦瑞）10月

18日，省财政厅传来消息，省财

政已拨付资金1.8亿元，对我省的

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

作进行补助，增强科技对农业的

支撑能力，支持建立运行高效、服

务到位、支撑有力、农民满意的基

层农技推广体系。

据悉，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对

农技人员开展业务、能力建设以

及农业试验示范基地和农业科

技示范户购买农资设备。

资金的补助范围覆盖全省

所有种养规模在一定标准以上

的农业县，按照以粮食生产为

主，兼顾畜牧业和渔业的原则进

行分配。其中，种植业、畜牧业、

渔业、农机行业资金额度所占比

例分别为 63%、20%、10%和

7%。资金共补助 386 个项目

县，其中，种植业技术推广县122

个，畜牧业技术推广县101个，

渔业技术推广县61个，农机技

术推广县102个。

本报讯（记者芦瑞）10月18

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为加快

培育专业化的现代农业产业劳动

者队伍，为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

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撑，省财政已

拨付“阳光工程”培训补助资金

1.26亿元，对全省29.2万农村劳

动力开展技能和创业培训。其

中，包括农业专项技术培训、农

业职业技能培训、农业创业培训。

“阳光工程”实行免费培

训，培训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培

训机构对农民开展免费培训的

相关支出。其中，农业职业技

能培训按人均600元标准执行，

农业创业培训按人均3000元

标准执行，农业专项技术培训

按人均150元标准执行。

据了解，2013年，我省“阳

光工程”专项技术培训主要针对

粮棉油高产创建、“菜篮子”项目

区和畜牧、水产生产大县培训骨

干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主要针对

专业合作社社员、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组织从业人员和农机手

进行业务培训；创业培训主要提

高新型职业农民、合作社负责人

和创业农民的创业就业能力。

1.8亿元资金
支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

1.26亿元资金
培训29万农村劳动力

本周无降水 抗旱莫懈怠

商水：

家家宜米业董事长王洪伟向稻农送感谢信家家宜米业董事长王洪伟向稻农送感谢信

稻农喜领卖粮款稻农喜领卖粮款

财政支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