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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11月22日，冬雨微寒，方城县产业集聚

区西园的中亚轴承厂内，38岁的女工周伟熟

练地操作着眼前的全自动轴承内圈沟道磨

床。

周伟告诉记者，自己在这家轴承厂已经

工作了十多年，现在每月最低也能收入1800

元左右。周伟所在的河南中亚冶金轴承有限

公司，目前已投产的6条生产线年产值已达

1.5亿元，10条生产线全部投入运营后将成为

国内一流的综合型轴承生产基地，可吸纳

1500人就业，实现年产值10亿元。

而在与西园相对的东园望花湖畔，轮毂

高度70米、风轮直径82米的白色大风车正强

劲地旋转着。借助方城垭口丰富的风力资

源，2007年以来，该县陆续引进了中电投、中

核风电项目，预计到2015年，方城风电场装

机规模将达到30万千瓦，成为中原地区最大

的风电场。

通过资源招商、产业招商及以商招商，目

前，方城县产业集聚区已入驻企业73家，至

10月底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2.21亿元，安排

就业11223人。

11月23日，柳河乡西峰社区文化广场

上，孩子们欢快地在音乐喷泉前玩耍，不远处

81岁的张国勤老人手捧书本，坐在自家小洋

楼的阳台前惬意地阅读，张国勤老人的房子

面积有208平方米，而这宽敞气派的房子只

需出资十二万元，村里的配套设施则是一应

俱全，乡里引进的制衣厂、皮革厂也为村民创

造了更多就业机会。用张国勤老人的话说就

是：“自己一下子从山里人变成了城里人！”

而同样是农民的方城县赵河镇桃园村村

民周西林，眼下也有了新的身份——家庭农

场主。今年6月份，赵河镇在镇域西南部的孙

彰、桃园、三张、吴楼等村流转土地，引进河南

瑞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1700万元，建

设3000亩供港蔬菜生产基地。园区自今年8

月10日采收第一批蔬菜开始，短短几个月时

间，已销售蔬菜600多万吨。瑞彩公司对前

来打工的农民实行底薪加提成的薪资发放模

式，采菜工每月的基本工资是1200元，每采

收一斤可获取三毛五的提成，既提高了工作

效率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为国家和民族

作出了巨大贡献，新时期的老区人民依然在

为幸福生活努力着。在方城县，我们感受到

了革命老区不老的精气神。

方城县：产业发展造福老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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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两个月就该退休了，但是我要站好

每班岗，完成每天的任务。”11月22日上午，

崔素华在她的办公室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眼前的崔素华带着老花眼镜，在电脑前一丝

不苟地整理着气象资料。30多年来，崔素华

就是这样凭着踏实的工作和过硬的技术，在

气象测报这个平凡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

绩。

崔素华从工作的第一天起，就严格要求

自己，严格执行地面观测规范。她熟悉该班

工作的任务，注意每项任务所必须的程序，对

不同报类不同发报的条件、时次发报地点、报

文份数做到心中有数，并仔细检查核对。崔

素华同时还有记工作笔记的习惯，每天的工

作情况都记在本上，使工作紧张有序、忙而不

乱。崔素华知道，西华气象观测站作为周口

市唯一一个国家基本站点，担负着途经西华

空域内航班安全的重大责任，容不得任何失

误和差错。

1986年，崔素华凭着强烈的事业心，努力

学习业务技术，严格观测程序，提高测报质

量，靠着她脑勤、嘴勤、腿勤、眼勤、手勤的工

作作风，创造出了“250班”无错情的气象测报

奇迹。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崔素华还取

得了四个“50班”无错情，三个“百班”无错情

的工作成绩。

为探索暴雨天气和反流形势的影响，她

可以把自己关进档案室整整三个月。工作

时她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岗位，别人下班她却

走进档案室查资料、找信息，经过三个月的

刻苦努力，她总结出了西华县20年来暴雨个

例及反流形势的影响，在使用过程总结中准

确率达70%以上。同时结合西华建站以来

历史降水资料进行预报的方法，对西华灾害

性天气及关键性天气过程做出长期预报，为

西华农业预报提供了及时准确的服务，从而

避免或减少了自然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造

成的损失，这种预报方法被业内人士称为

“崔素华预报法”。1991年，“崔素华预报法”

在气象预报实践中，成功地对汛期天气进行

了准确及时的预报，避免了人民群众近五千

万元的财产损失，受到了西华县委、县政府

的表彰。

风雨多变情不变 奉献气象三十年
——记西华县气象局副局长、国家优秀测报员崔素华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彭世繁文/图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张会丽）初

冬渐寒,紧张忙碌了一年的农民开始了“猫

冬”,然而扶沟县包屯镇董桥行政村74岁的

李成亚最近却忙得不可开交。近日，记者见

到李成亚时，他正在自家门外的院墙上设计

黑板报，宣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李老汉曾在部队当过连队指导员，2000

年从扶沟县交警大队副大队长的位置上退休

后，便和妻子一起回老家居住。细心的他发

现农村文化生活落后，于是他便与妻子商量，

用自己的退休金在家门外的院墙上办起了农

村黑板报，还自费订阅了12种报纸杂志进行

文摘宣传，让党中央的“声音”更加广泛地传

达给群众。他先后开辟了《党的声音》、《科技

知识》、《政策快递》、《道德园地》、《法制一

角》、《天气预报》等十多个栏目。同时，他还

经常收集村上的好人好事编写在黑板报上，

板报内容一周更换一次。十多年来，他一直

这样执着，从不懈怠。他也因此多次受到上

级部门的表扬。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他备受鼓

舞，一天到晚紧盯着电视。看到全会有什么

新进展、新精神，他都记录下来，并抄到黑板

上。他用几种彩色粉笔将《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工工整整

地抄在了黑板上，让群众看得更加清楚明

白，全村人都称他是“老政治候鸟”。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侯丽君）

“以前我老为自己是个农民觉得自卑，现在生活

好了，吃穿不愁，还有宽敞明亮的房子住，我头

一次为我是农民感到骄傲。”11月26日，汤阴

县宜沟镇石庙村种粮大户秦天锁对记者说。

今年50岁的种粮大户秦天锁跟土地打

了一辈子交道。2010年，他流转承包了80

亩土地，进行小麦、玉米规模化种植，由于科

学管理和用心经营，当年的小麦和玉米产量

都很高。尝到规模化种植甜头的秦天锁，

2011年扩大规模，又流转承包土地面积300

亩，这一年，辛勤耕耘的秦天锁又是收益颇

丰，仅小麦一项就收入20万元，这下秦天锁

对靠土地致富更是信心十足。2012年，秦天

锁又流转土地1000亩。“现在政策好，我的步

子才能迈得大，种粮不缴税还有各种补贴，农

民种田有了盼头。”秦天锁说。

秦天锁还告诉记者：“我种的小麦和玉米

可是订单销售，今年的麦子和玉米长得都不赖，

种业公司的工作人员直接在地头高价收购，今

年的纯收入达40万元。”

11月25日，在

西平县环城乡道

庄村双孢菇生产

基地，一位女工在

忙 着 洗 菇 装 筐 。

西平县环城乡道

庄村双孢菇生产

基地的双孢菇栽

培面积达 40 余万

平方米，年产鲜菇

500 多万公斤，年

销 售 收 入 可 达

3000 万元，产品还

远 销 到 日 本 、美

国 、乌 克 兰 等 国

家。

本报记者黄华

通讯员田春雨 摄

本报讯 11月21日下午，平

顶山市石龙区委宣传部领导和

几位工作人员冒着寒风来到石

龙区第一人民医院，看望该区人

民路街道龙祥社区居民姜斌量

的母亲，并送来宣传部全体工作

人员的捐款3000多元，为姜母

治病解燃眉之急。

石龙区委宣传部为何给姜

斌量的母亲捐款治病？姜斌量

在病房向笔者道出了其中的缘

由。他的父亲在区委宣传部工

作，工资偏低，家里生活异常艰

辛。10月21日，姜斌量的母亲

在郑大一附院被确诊患上癌症，

治疗费用需十万元，这让姜斌量

的父亲着了急，家里没有更多的

积蓄，去哪凑齐这十万元的治疗

费用呢？

石龙区委宣传部领导得知

这一情况后，立即号召全体工作

人员积极捐款，截至目前，石龙区

委宣传部共为姜斌量母亲捐资

4000余元。（吕占伟 刘竟竟）

本报讯（记者杨青通讯员

李玉振 夏洁）11月21日，商城

县农业技术外包服务启动仪式

在该县鄢岗镇农业示范园举

行。省农业厅副厅长薛豫宛、河

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杨德东

出席了启动仪式。

活动现场，河南汇众公司与

农鑫农业公司、宇发农林科技公

司、鄢岗镇长冲村代表、鄢岗镇

肖寨村民意合作社以及赤城办

事处蔬菜种植合作社分别签订

了农业技术外包服务协议。

据了解，农业技术外包是由

河南汇众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首次提出的，农业技术外

包主要针对缺乏农业技术和经

营团队的农业投资者，通过采用

技术及经营团队入股的方式与

投资方进行合作进行农业项目

的立项、投资、建设和管理，投资

方承担项目投资。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

员任君箫)近期，有细心的周口

市民发现，在周口市区五一广

场等处，设立有多个电动车免

费“打码”点。据了解，由于电

动车被盗事件时有发生，周口

市公安机关推行了电动车实名

登记服务，免费给电动车“上户

口”。记者从周口市公安局了

解到，自今年10月份以来，周口

市区已有3万多辆电动车有了

“身份证”。自电动车“打码”以

来，该市七一路派出所辖区的

电动车被盗案件比去年同期下

降65.22%。

据了解，公安机关对电动车

车主身份、车辆购置有效证件核

实登记后，赋予每辆电动车唯

一识别码。每辆电动车编码前

4位为“ZKQY”，中间6位为个

人身份信息，后6位是识别码信

息。

11月25日上午，在五一广

场登记“打码”服务点，市民董国

华高兴地说：“我的电动车有了

‘身份证’后，再也不怕被偷了。”

目前，周口市区有5个固定电动

车“打码”点进行免费登记服务，

分别是周口市中心医院门口、五

一广场、周口协和骨科医院门

口、中州大道科技市场、周口客

运汽车总站门口。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

员张庆伟）“没想到局长亲自安

排给俺操办户口，更没想到这么

快就办好了，这下消除了困扰我

20多年的心病。”11月25日，在

临颍县三家店镇平宁城村，村民

吴蒲激动地接过派出所民警为

他及妻子曹华补录办理的户口

本。

11月19日，在临颍县公安

局信访接待室，新上任的局长于

珂接到三家店镇平宁城村村民吴

蒲反映：因其家庭成分不好，于

1972年离家到尉氏县张市镇老

集村生活，1977年与其妻曹华结

婚，二人于1982年回临颍县平宁

城村生活，至今没有户口。

了解情况后，于珂当即安排

三家店派出所迅速查明原因，主

动上门服务，尽快补录户口。三

家店派出所指导员滕新要立即

与吴蒲本人取得联系，带领户籍

内勤王姣姣入村走访群众、村干

部及吴蒲本人，进行调查询问。

其间，民警还向尉氏县张市镇派

出所询问了二人在当地居住期

间的情况。

11月25日上午，三家店派

出所将吴蒲和曹华夫妻二人户

口未申报的情况及原因汇报至

临颍县公安局户政股，户政股立

即审批办理。当天中午，滕新要

和王姣姣将户口本送到吴蒲手

中。

本报讯（记者张莹）记者11月25日从

省直医疗卫生机构执法检查汇报会上获悉，

我省开展的以医疗废物、放射诊疗、医疗广

告、医院感染、专项技术、母婴保健、临床用

血等为重点的省直医疗卫生机构执法检查

前期检查工作完成。我省将以此次检查为

契机，摸清医疗卫生机构底数，建立更加科

学、规范、完善的医疗卫生机构卫生监督管

理档案。

此次共完成对28家医疗卫生机构的卫

生监督检查。在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对医疗

卫生机构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一查到底，做

到查处到位、责任追究到位、整改措施到

位。据了解，目前部分医疗卫生机构已经就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并将整改情

况进行了反馈。我省将以此次省直医疗卫

生机构执法检查为契机，强化常态监管，建立

长效机制。

本报讯 （记者刘景华 实习生唐银娜）

11月26日上午，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黄河

金三角示范区分公司揭牌仪式在三门峡市举

行。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菅明军

说：“黄河金三角示范区分公司定位于中原

证券在黄河金三角示范区的区域性总部，是

一个综合型证券金融服务平台。”三门峡市

委副书记、市长赵海燕说：“金融是市场经

济的血脉，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黄河金三角示范区分公司的成立对于整合

区域经济中的金融等要素资源的流动、促进

东中西地区良性互动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

作用。”

□本报记者曹国宏实习生曹怡然

临颍县

民警为“黑户”补录户口

周口市

电动车“打码”防被盗

平顶山市石龙区

职工妻子患癌 同事奉献爱心

商城县

“服务活动”为农民解技术之忧

西平县

双孢菇卖到海外

我省将为医疗卫生机构
建立监管档案

中原证券黄河金三角
示范区分公司揭牌

我头一次为我是农民感到骄傲
现在生活好了，吃穿不愁，汤阴县石庙村农民秦天锁：

把党的“好声音”传到群众心里
扶沟县包屯镇退休干部李成亚

11月25日，宜阳县高村乡温村农民乔少营高兴地坐上刚购买的大型拖拉机。在享受优惠政策5万元的补贴后，他购买到了这台农

机，并打算将种植面积扩大到50亩。当日，共有23名农民买到了大型农用机械，农机部门现场为他们办理了挂牌入户手续。田义伟 摄

宜阳县宜阳县：：喜购农机为增收喜购农机为增收

部分优抚对象
补助标准提高

◀上接第一版 在农村的和城镇无工作单位

且家庭生活困难的参战参试人员（含参与铀

矿开采军队退役人员）的生活补助标准每人

每月增加35元，按照每人每月320元执行。

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

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生活补贴标准，每

人每月提高35元。

据介绍，此次调整所需中央和省财政补

助资金，将由中央财政和省财政核拨专款下

达，剩余部分由省辖市、县（市、区）财政共同

负担。我省要求，各地要尽快明确市、县财政

负担比例，落实好应安排的资金，保证及时、

准确、足额地把抚恤金和生活补助费发放到

优抚对象等人员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