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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票也能异地购票了
郑州、开封、安阳、漯河、焦作5市实现联网售票

周口新火车站今日投入使用

清
丰

土
地
流
转
﹃
转
﹄
出
业
兴
民
富

湛河区北渡镇流转土地建大棚 万名妇女来打工

4版

“自从土地流转后，咱不仅是‘坐地收租’的农

民，还是拿着工资的‘市民’，收入翻番增长，再不

用像以前那样围着几亩地打转转。”12月21日，谈

起现在的生活清丰县大屯乡雷家村村民雷富田一

脸的幸福。

三年前，雷富田家的6亩责任田被万相农林公

司租赁后种植红梨，夫妇二人在万相红梨种植基

地打工挣钱，快步走上了富裕路。这是清丰县流

转农民土地，农民在家门口打工致富的一个生动

实例。

如今在清丰，土地流转已成为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加速农民致富、促进工农业互动协调发展的

助推器，使这片平原上的黄土地迸发出了新的活

力。

土地“活”起来

阳邵乡范石村是传统农业种植村，年年种植

小麦、花生、红薯“老三样”。近年来农资价格攀

升，农民种地的投入逐年增加，效益越来越低，村

民纷纷外出打工，许多土地撂荒。

2010年，河南天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落户这

里，在政府支持下，天和公司与村民达成土地流转

协议，以每亩每年1000元的价格，把农民手中的

土地集中起来，建立绿色有机蔬菜基地。农民转

让了土地经营权之后，既可以外出打工，也可以加

盟天和公司，成为“种植技术员”。这种农民出租

土地的模式，改变了范石村人一家一户的传统种

地模式，土地被激活了，农民快速致富了。

采访时，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看到，在这片占地

3000亩的农场里，每隔十几米就有一个灌溉喷

头，每隔百米就有一眼机井，每块田都有太阳能杀

虫灯。除了硬件设施过硬外，基地还有一整套相

当于工厂流水线作业的生产模式，配备了播种人

员、施肥人员、质监人员、采摘人员、装运人员等，

他们定岗定责，各司其职……这种精细化的管理

模式，是普通农户做不到的。

经过严格检验检疫的绿色有机蔬菜，摆上了

港澳居民的餐桌，这让中原内陆的农产品在港澳

市场上名声大震。

名声大震源自几年前，清丰县推动土地流转

工作的利好。清丰县组织农林水利、国土、财政、

金融等部门帮助流转经营户解决各种难题；建立

专门的土地流转服务机构，为供需双方提供评估、

竞价、政策咨询、合同指导等服务；县乡财政每年

安排专项资金，推动土地通过转包、转让、出租、托

管等模式向农业生产基地、农业龙头企业、种养大

户等集中，实现科学布局，集中连片，集约发展。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元旦、春节将至，为深入贯彻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严格执行中纪委

《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

品的通知》和《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用公

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

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改进作风、密切联系

群众的有关规定要求，近日，省纪委下发通

知，严禁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

单位和金融机构用公款购买赠送土特产等

节礼。

省纪委下发的《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

公款购买赠送土特产等节礼的通知》中要

求，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和

国有企业及金融机构，严禁用公款购买土特

产等节礼，严禁以汇报工作、拜年慰问等名

义向上级机关和相关单位赠送土特产等节

礼，严禁向领导干部个人赠送土特产等节

礼。要严肃财经纪律，强化审计监督，相关

费用一律不准公款报销，一律不准转嫁摊

派。

《通知》提出，各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

干部要带头抵制不良风气，坚决做到不以任

何名义收受土特产等节礼，严格遵守廉洁自

律各项规定；要带头移风易俗，勤俭节约，以

优良党风带政风促民风，积极营造风清气正

的良好社会氛围。

《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

执纪监督，特别是财务监督和公车监控。省

纪委将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明察暗访，严肃查

处顶风违纪行为，严肃实施责任追究，并对

典型案件及时通报曝光。

（本报记者）

从12月26日起，选择乘火

车出行的周口城乡居民，需要到

周口新火车站乘车了，已工作近

40年的老火车站将停止使用。

新火车站位于工农路南段

与开元大道交叉口南 200 米

处。据了解，新的周口站是漯阜

线上最大的客运站，大厅内可同

时容纳400余人购票，相当于老

站的4倍。新的周口站具有先

进的网络管理系统、旅客乘降引

导系统、列车到发系统等，将为

旅客营造舒适的候车环境，提供

方便快捷的服务。

周口新火车站是由周口市

政府与武汉铁路局共同出资修

建的。站房项目计划总投资

1.56亿元，总建筑面积1万平方

米，分为地上两层和局部地下一

层，规模为5站台7条铁路线（含

2条正线）。

（本报记者巴富强）

12月23日，河南省公路客

运联网售票系统正式开通。郑

州、开封、安阳、漯河、焦作5个

省辖市率先实现异地购买汽车

票。

据了解，公路客运联网售票

平台投用后，首批郑州、开封、安

阳、漯河、焦作5个省辖市近50

个二级以上客运站接入全省联

网售票平台，乘客可在5个省辖

市的二级以上客运站购买其他

4市客运站始发的汽车票，还可

借助电脑、手机客户端登录河南

省公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网站

（www.hn96520.com）进行车

票预订。

按照计划，到2014年下半

年，我省18个省辖市、201个二

级以上客运站将陆续纳入联网

售票系统。（本报记者张莹）

本报讯（记者陈辉映黄华通讯员刘珊

李勤玲）“2013年，镇党委、镇政府招商引资

项目5个，签约资金8.9亿元；投资360万元

扩宽硬化中心街道，新修道路2.8公里，安装

整修路灯75盏，修整下水道2.4公里…… ”

12月21日，汝南县王岗镇党委书记马威在

面向全镇300多名群众代表进行述职。

2009年以来，汝南县采取实地观摩、现场

述职、群众评议与综合打分相结合的“四位一

体”考核模式，全方位多层次考核全县各个单位

的工作完成情况及领导干部一年的工作情况。

实地观摩，全面考察。由县四个班子领

导及各乡镇、县直单位负责人、年终考核组

组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老干部代表等

组成观摩团，深入全县17个乡镇，进行集中

观摩。观摩内容涉及项目建设、城镇建设、

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平安建设及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全面考察各个乡镇（街道）中心工作

开展完成情况。

现场述职，当场打分。结合实地观摩情

况，各乡镇（街道）及县直单位一把手面对镜

头，进行限时五分钟的集中述职，汇报各自

单位一年工作情况，由观摩组成员根据观摩

及述职情况现场实名为单位打分，记入单位

年终目标。

群众评议，综合评定。年终对干部考核

时，该县组织17个考核领导小组，由县领导

带队深入乡镇、局委，现场随机抽出300名

群众代表，让各单位班子成员逐一分别进行

述职述廉洁述学报告，群众代表当场打分，

结果作为创先争优晋升的主要依据。

王岗镇王岗村村民代表周孝稳说：“干

部工作怎么样，群众最有发言权。这次我给

他们评的是‘优’。因为镇里不但修好了多

年的失修的道路，还让脏、乱、差的集镇变了

样，成了‘省级卫生镇’。”

“以前一些干部总觉得工作干得好坏都是

上级领导说了算，天天脑子里盘算怎样去迎奉

上级。我们汝南县推行‘四位一体’考核模式以

来，有效转变了基层干部工作只唯上，不唯实的

作风。全县干部形成了你追我赶办实事、兴大

业的良好局面。”汝南县委书记吕方说。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通讯员李文强肖

伟）12月25日，河南省智能制造院士工作

站在陕县豫西机床公司举行揭牌仪式，这标

志着陕县首家院士工作站正式成立。

据了解，该院士工作站作为西安交通

大学研究基地和三门峡智能机床制造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将在重大项目开发、高层次

人才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加强与企业

的交流合作。

截至目前，陕县共有高新技术生产经营

企业19家，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家。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朝锋)

12月25日，从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传出喜

讯，郏县近日通过中国书法家协会的考核

审批，被正式命名为“中国书法之乡”。

近年来，郏县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

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积极推进文化强县，传

承普及书法艺术。目前，该县拥有10多个

书法展览场馆和研习场所，拥有国家级会

员13名、省级会员60多名、市级会员200

名，全县书法爱好者超过3万人。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朱海鑫）

12月25日上午，新密市超化镇超化新区、

平陌镇海山社区、岳村镇五星社区举行了

新型农村社区群众集中搬迁入住活动，

1390户农民喜迁新居。据了解，截至目前，

新密市建成和在建的64个新型社区，累计

投资167亿元，建成住宅580万平方米，入

住群众2.6万户10万人。

近年来，新密市根据新“三化”协调发展

空间布局规划，将全市303个行政村规划整

合为89个新型社区，按照到2020年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届时全市90%以上农民住进

新社区的要求，大力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进程。该市按照“五通七有两集中”和“1+

25”的要求，重点加强水、电、路、气、暖、卫生

服务中心、学校、便民超市、垃圾污水处理等

设施建设，按照“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

则商”的原则，真正使农民实现离土不离乡、

就业不离家、进厂不进城、就地城镇化。

本报讯（记者马如钢 通讯员张俊杰）

近日，从刚刚闭幕的“第二届产业提升河南

高峰论坛暨务实推进河南集聚区建设活

动”中传出喜讯：武陟县产业集聚区荣获此

次活动最高奖项“河南省AAAAA最佳投

资环境产业集聚区”，这是全省唯一一家受

表彰的县级产业集聚区。

近年来，武陟县高度重视产业集聚区

发展，举全县之力狠抓产业集聚区建设。

围绕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两大主导产业，

招商引资，做大做强。截至目前，该县产业

集聚区已累计入驻企业198家，实现规模以

上主营业务收入380亿元，税收收入预计

年底完成3.5亿元，从业人员3.5万人。

□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 韩娉婷 王世勇 省纪委下发通知

严禁公款购买赠送土特产等节礼

新密社区建得
已有10万农民入住

陕县高新技术
成立首家院士工作站

郏县书法高手
获“中国书法之乡”殊荣

武陟投资环境
产业集聚区获“5A最佳”

12月25日，平顶山市湛河区北渡镇梁李村村民黄跃莲在日光温室内采摘黄瓜。该镇流转土地6000多亩进行集中种植，其中建

蔬菜日光温室1000多座，吸纳了近万名妇女到日光温室里打工，每天可收入80元以上。 丁俊明 姜涛 摄

干部年终考核 群众当场打分

“单独两孩”只是过渡?
卫计委：“单独两孩”为“普遍两孩”探路

2014年鸡蛋价格预测

本报讯（记者赵川）12月25日9时35

分，这一刻将永载史册：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南

阳宁西铁路暗涵内衬完成混凝土浇注，我省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731公里干渠宣告贯通。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副主任张野在我省

施工现场表示，河南段如期完工也标志着中

线干线工程如期完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实现了全线贯通，这是具有决定性的阶段性

目标！

10个秋冬春夏，10万建设者的苦战，南

水北调的梦想就要成真，2014年讯后，中线

一期工程计划通水，自南阳市淅川县陶岔渠

首起，途经河南、河北、天津、北京四省市，最

终抵达北京。可有效缓解河北、北京、天津

及我省的水资源短缺状况。通水后工程每

年将向我省提供用水37.69亿立方米，约占

年输水总量95亿立方米的40%，可使我省

11个省辖市、34个县（市、区）受益。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工程全长1277

公里，其中在我省境内长度为整个工程的

57%。河南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道最长、计

划用水量最大的省份，从2005年工程开工建

设，投资最多、难度最大，任务十分艰巨。

此外，我省开工最晚，中线工程其他省

份2003年相继开工，而我省黄河以北段

2005年开工，黄河以南部分标段2011年才

开工。

“我省把南水北调建设作为一项政治任

务和头号工程，集全省之力确保工程顺利推

进。12月20日，我省南水北调中线主体工

程基本完工，较国务院所定目标提前 11

天。”省南水北调办主任王小平说。

“全线贯通是确保明年通水的一个根本

保证。”张野表示，下一步将全力开展工程收

尾、充水试验、通水验收、水质保护等工作，

确保如期实现全线通水大目标。

我省731公里干渠如期完工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贯通

汝南推行“四位一体”考核模式，干部工作干得好坏群众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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