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2月24日，寒风凛冽。在淇

县黄洞乡柳林村，流动“党员服务队”正在

指导村民进行果树整形修剪。该村党支部

书记付晨亮说：“流动‘党员服务队’为群众

办了实事，为村里解决了很多生产难题。”

入冬以来，淇县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

用，从农业、林业、畜牧等部门抽调120余

名专业技术人才，组建了一支流动“党员

服务队”，分赴田间地头、农户家中，有针

对性地开展送科技、送文化、送卫生下乡

活动，解决了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疑难

问题。 （李娜）

“作为农牧企业，帮扶贫困地区发展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责任。”12月20日，新乡市好运

农牧公司董事长王泽营参加了新乡市扶贫开

发协会的成立大会，他告诉记者，“我们企业

每年都为老区贫困地区发展给予资金、技术

和物质帮扶，累计提供养殖技术6项，捐资20

余万元，帮扶350多户。”

近些年，新乡市扶贫开发渐显特色，企业

与贫困村结对共建，爱心人士与贫困农民结

对帮扶等专项活动和特色工程的开展使得一

大批优秀的企业和爱心人士参与到扶贫队伍

中来。新乡市扶贫开发协会借此之际成立，

并推出四类专项活动和五大特色工程。

“我市农村人口基数大，低收入贫困人口

多，革命老区、黄河滩区、深石山区、黄河故道区

等集中连片的特殊困难地区脱贫难度大。按照

新的扶贫标准，目前全市还有50.38万农村贫困

人口在温饱线徘徊。”当选为新乡市扶贫开发协

会会长的贺海晨是该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谈起脱贫之计他说，“困难群众需要多方面、全

覆盖、灵活多样的扶贫模式和扶贫组织。”

据了解，新乡市扶贫开发协会已经吸纳了

全市150余个企事业单位参与，通过企业与贫

困村结对共建活动，发挥企业自身优势，合理

开发贫困村资源，争取实现互利共赢，帮助贫

困村发展致富产业。并且鼓励有能力的爱心

人士，一对一帮助农村贫困家庭脱贫致富。

“我们还特别策划了贫困农民创业致富

工程，可以让政策外的贫困村中的贫困户，获

得创业致富的机会。”新乡市扶贫开发协会秘

书长王中兴告诉记者，“农村单亲家庭妇女儿

童关爱工程、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工

程、大学生在贫困村工作成长援助工程等也

将会陆续上马实施。”

拿工资的农民
——记永城市农技中心副主任刘坤侠

河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河南日报（农村版） 联办

寻找“最美乡村农技员”
策划策划：：魏蒙关魏蒙关 任洪志任洪志 韩嘉俊韩嘉俊

统筹统筹：：郑义郑义 董家胜董家胜 易玉林易玉林 任爱熙任爱熙

执行执行：：马鸿钧马鸿钧 李晓辉李晓辉

永城大豆种植面积60万亩左右，面积和

总产均居我省（县级）第一位。但2000年以

前，大豆产量低且不稳，影响了农民的收益。

如何提高大豆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成为永城农

技人员面临的难题。

2004年开始，刘坤侠致力于提高大豆的

产量与效益。她认真分析、总结当地的种植

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潜心研究，多次试验，终

于推出了永城市夏大豆“一推四改”和“简化

密植”技术方案。“一推”即大力推广中熟大豆

优良品种，淘汰早熟多代大豆种，充分挖掘增

产潜力。“四改”即一改铁茬播种为旋耕灭茬

播种，改变当地农民因烧麦茬而误期晚播的

不良种植习惯；二改大豆密度过大为合理密

植，三改大豆不施肥为平衡施肥；四改苗前化

学除草为苗后化学除草。经过推广，“一推四

改”配套技术逐步完善，使永城大豆亩产逐年

提高，原来亩产不足130公斤，到2013年，亩

产达182公斤，农民每亩增收230元，永城全

市增收1.38亿元。

刘坤侠一年四季比农民忙、比农民累，常

年的辛劳让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

她称自己是“拿工资的农民”。

每年的5～10月，是她最忙的时间。大豆

种植从生产备播到收获，她几乎天天进入田间

调查与指导。夏季农作物生长发育进程快，自

然和生物灾害多，她带领团队从天蒙蒙亮就出

发下乡，中午在群众家或在车上休息一下，再

接着干到日落。由于吃饭和休息不规律，加上

终日劳累，刘坤侠的腿常出现浮肿。一个生产

季节下来，她的体重要瘦3~4公斤。

“推广农业技术就必须与实际相结合，3天

不下乡进田，我就没有底气。”刘坤侠这样说。

2011年9月25 日，河南省高产优质大豆

新品种示范及规模化种植现场观摩会在永城市

举行，在观摩现场，规范的大豆品种、肥料、农药

等试验，大面积的新品种高产田，受到省政府领

导与专家的称赞。当有领导问刘坤侠有什么建

议与要求时，她要的却是永城的大豆良种补贴

政策。她说：“大豆新品种增产作用明显，永城

农民需要大豆良种补贴政策，这样可以加快大

豆优良品种普及速度，增加种植效益。”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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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侠，高级农艺师，1982年7月参加

工作，现任永城市农技中心副主任。曾被

农业部授予农业科技入户工程先进技术指

导员，获河南省万名专家服务“三农”活动优

秀专家、中央农广校农业教育先进工作者、

商丘市第四届优秀中年科技专家、河南省

农技推广系统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本报记者侯博 通讯员杨风文/图

淇县

“党员服务队”为农解忧

新乡市扶贫开发协会

特色工程创新扶贫模式
□本报记者马丙宇通讯员李柯杞

本报讯（记者张莹 通讯员

赵晶晶）记者昨日从郑州东站获

悉，从12月28日零时起，郑州东

站运行图正式调整，日始发列车

13趟，终到列车14趟，高峰线列

车11趟。新运行图将变更部分

列车始发终到站、运行区段及车

次，将新增列车13趟。

新增的13列旅客列车是:

北京西——广州南 G65/G68

次；北京西——广州南 G67/

G70 次；北京西——郑州东

G559/G560 次；北京西——桂

林G529/G530 次；北京西——

宝鸡南G671/G674 次；宝鸡南

——北京西G672/G673 次；郑

州东——洛阳龙门G6911次。

此外,3列旅客列车始发终

到站变更：郑州东——北京西

D2022 次改为郑州始发；北京西

——郑州东G561次改为郑州终

到；北京西——郑州G565 次改

为郑州东终到。

3列旅客列车运行区段及车

次变更：北京西——广州南G79

次终到站改为深圳北，车次不变；

广州南——北京西G82次始发站

改为深圳北，车次改为G80次；郑

州——北京西G564次延长至洛

阳龙门始发，车次改为G562次。

新增高铁13趟
郑州东站启用新列车运行图

2013年12月26日 星期四2 综合新闻 编辑∶王睿 电话：0371-65795710 E－mail∶ncbzbs@126.com 版式∶屈伸 校对∶王姝

农村版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提出：“要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允许沿边重点

口岸、边境城市……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上又再次强调，“不断提高对外开放

水平。……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建

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说明两条“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既是我国全方位开放格

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西部地区必须把

握好的历史机遇，厚重河南更应发挥好自身

的文化和区位优势，为开辟丝绸之路“中转

站”，促进中原文化振兴、河南全面发展鼓足

干劲、全力以赴。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历史由来

1. 陆地丝绸之路。始于周秦，盛于汉

唐，是东西方的重要文化交流通道。其从中

国西安开始，伸向西域的以丝绸为主的贸易

商路，中国的丝绸、茶叶、铁器就是从这里走

向西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对中西

部区域经济发展形成实质性利好。

2. 海上丝绸之路。始于秦汉时期，发

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

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

线。其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

条主线路，南海丝路是唐宋以后中外交通

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最主要通道。未来围绕

新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城市群，将面临较

大发展机遇，通过四通八达的水系，铁路、

航空等手段，加上各地的自贸区，逐步形成

珍珠链形态的沿海延边城市群格局，并与

内陆中原、巴蜀等城市群实现对接。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现实意义

1. 实现“六通”。未来“丝绸之路经济

带”将成为集公路、铁路、航空、海运、文化于

一体的立体化经济带，能够真正实现中国与

欧亚各国“六通”：政治沟通、文化沟通、交通

联通、贸易联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并带

动更多国家参与其中，寻求共赢。

2. 拉动中西。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将促进中国中西部地区资源要素的集聚，推

动这一区域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拓展内

陆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形成中国经济增长新

的增长极。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和中亚

五国双边贸易额为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3.7%，是建交之初的约100倍。中国已成

为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最大贸易伙伴，

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大贸

易伙伴，是塔吉克斯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河南机遇

1. 历史渊源的文化再现。河南与丝绸之

路的关系源远流长，盘点丝绸之路河南段，至

今尚存大量的古代丝路的痕迹。2006年8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和中国

国家文物局，正式明确洛阳是丝绸之路中国

段起点。中国丝绸之路项目首批申遗名单中

的22处遗产点，河南占了4处，即汉魏洛阳古

城、隋唐洛阳城、新安县函谷关和崤函故道。

因此，河南参与“新丝绸之路”建设有自己的

历史基础。

与此同时，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

源头和组成部分，中原精神也是中华精神的

重要核心。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中原文化走出河南，走出世界的机遇将更

多；河南文化产品，特别是传统文化项目会

有更大的空间焕发新的活力。以文化创新

与再现，重塑河南形象，来促进厚重河南的

全方位展示与全方位发展。

2. 区位优势的立体呈现。河南的中原经

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欧国际

铁路货运班列等区位优势，为河南创建陆空

衔接的丝绸之路“中转站”打下了良好基础。

省会郑州地处中国内陆腹地，是全国

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的重要枢纽，交通条件

好，区位优势独特，1.5小时航程可覆盖中国

2/3的主要城市和3/5人口，陆空衔接高

效。随着电子商贸物流的急速发展，以及

郑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的启动，

未来通过物流将生产商的供应链与销售商

的供应链完整连接起来，从而打造全球供

应链的中心和价值链的高端。依托郑州二

线城市的发展，带动河南四线、五线城市，

中原城市群与中小城镇的发展，整合我省

的人力优势、资源优势和三产基础，发挥综

合效益，构建立体发展。

总之，“丝绸之路经济带”为河南发展带来

了全方位的历史机遇，而要把河南的文化与区

位优势真正转化为经济与社会实力，还要靠切

合实际的工作规划和脚踏实地的不懈努力。

把握好“新丝绸之路”带来的河南机遇
□中共信阳市委党校 吴红

本报讯（记者田明）12月25

日，记者从省招办获悉，2014年

全国硕士学位研究生统一入学考

试将于1月4日至5日举行。考

试将继续实行“一题多卷”考试模

式，即同一科目多种试卷，卷面格

式不固定、不统一，有效防范考生

利用现代通信工具作弊。

按照教育部要求，我省

2014年硕士研究生考试全部安

排在标准化考点举行。试行集

考生指纹、二代身份证信息和考

生现场照相于一体的身份识别

技术。每个考场均配备手机屏

蔽仪、金属探测器和视频监考设

施。全省实行网上巡查，各考点

视频监考，实现“网上同步巡考，

多双眼睛督考”的监考机制。

此外，根据教育部规定，考生

进考场不准携带手机等通信工

具、手表等计时工具和其他禁止

携带的物品。对于参与作弊的在

校学生，除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

规处理办法》处理外，还将由学校

根据学生管理办法进行处理，直

至开除学籍。对于在职工作人员

参与考试作弊的，除按33号令进

行纪律处理外，还要通报其所在

单位，由有关部门给予处理，情节

严重的将被开除公职。对考生违

规违纪情况，将记入全国统一考

试考生诚信档案。

本报讯 近日，省审计厅通过审计发

现，一些涉农专项资金计划缺乏统筹性、

严肃性，一些涉农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不按

规定操作、未经过招投标程序组织施工，

部分单位挤占挪用涉农专项资金，少数单

位骗取、套取涉农专项资金等问题。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及时

向省政府撰写专题汇报，得到省领导的批

示，并责成相关涉农资金主管部门研究整

改落实意见。相关部门及时修改完善相

关管理规定和办法，进一步加强了对涉农

专项资金的监管。 （郭森华郑晓萧）

省审计厅

加大涉农资金审计力度

本报讯 近日，武陟县看守所为进一

步推进管理机制创新，有效加强看守所执

法公信力和透明度，邀请武陟县公安局退

休老干部一行10余人到所参观。

老干部们先后实地参观了看守所收押

室、提讯室、律师会见室、管教室等场所。参

观结束后，老干部们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希

望看守所全体民警进一步发扬优良传统，推

动监管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杜晓胜）

武陟县看守所

邀请退休老干部参观

12月20日，在陕县西张村镇丁官营村陕县富康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的菇棚里，理事长张来廷正在采摘香菇。该合作社成立于2008

年，入社成员已从最初的6户发展到目前的60多户，拥有3个食用菌示范场、60余座食用菌生产大棚，占地面积达300余亩。年种植平

菇、香菇150余万袋，每棚食用菌的纯收入达5万余元。 本报记者 杨远高摄

研究生考试实行
“一题多卷”考试模式
违规将记入全国统一考试考生诚信档案

陕县陕县：：发展食用菌发展食用菌 农户收入丰农户收入丰 上接第一版

数据显示：河南万相农林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大屯乡雷家

村和炉里村流转土地4500亩，

发展种植万相红梨，年产量约

13500吨，年利润在2400万元

以上；濮阳联合胜佳农林发展有

限公司在古城乡后张六村流转

土地2000亩，充分发挥林下空

间优势，发展林下养殖柴鸡6万

只，引进“小尾寒羊”500只，形

成“林—养”产业链，年收入可达

1150余万元，蹚出了一条生态

循环致富的新路。

目前，围绕辣椒、食用菌、畜

牧、林果等产业，全县已有18万

亩土地像“七巧板”一样被巧妙

拼合，形成了50多个高产高效

的新型农业园区，建立起集约

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

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

农民“富”起来

在双庙乡富航农业合作社

的山药基地，陈玉钦老人正在刨

挖成熟的山药。两年前，她把自

家的地也流转给了合作社，她掰

着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往年

都是种一茬玉米再种一茬小麦，

玉米一亩大概能产1000斤，小麦

能产800斤，两样价格差不多，都

按每斤一块二算，一亩地就是

2000多块钱。”陈玉钦说，这些还

要扣除种子、化肥等成本，算下来

一亩地一年也就挣千把块钱。

“加入合作社后，收入就高

了。”陈玉钦所在的合作社，每年

每亩保底租金900斤小麦，也就

是每亩地能有1100元的收入。

“我和老伴都去合作社里干活，

时间不长，活儿不累，每天能挣

50多元钱，真是以前想都不敢想

的事。”陈玉钦笑眯眯地盘算着，

这些加起来是以前种地收入的

10倍还不止。

和陈玉钦一样，柳格镇卞家

村农民卞国轩，把土地租给泰丰

苑农民专业合作社，他和家人一

起到邻近产业集聚区上班，他说：

“现在除了土地租金，我们家光工

资一年就有近5万元的收入，还

能就近照顾家庭，老人孩子都在

跟前，日子过得美滋滋的。”

而另一方面，土地的流动集

中，一些农民也升级成了大户。文

祥家庭农场负责人吴文祥,在瓦屋

头镇李张武村流转了280亩地用

于种植辣椒、棉花，兼营农资销售

和农用机械出租，头一年就实现盈

利20多万元。现在的吴文祥，已

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

清丰县先后流转土地18万

亩，有近6万名农民从土地上走

出来，走向二、三产业，人均年收

入2万多元 ，农民非农收入占到

总收入的80%以上。

产业“兴”起来

土地流转集中后，是产业的

聚集。清丰县适时“紧绕”“农”

字上工业，上了工业促农业。引

导生产要素向一定区域集中，在

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延展产业

链，形成了专业化、规模化、特色

化的综合产业带。

依托小麦资源，伍钰泉面业

公司迅猛崛起，公司年加工小麦

100多万吨，相当于4个清丰县的

小麦总产量，形成了“一企吞四县”

的加工规模，优质面粉、挂面远销

北京、山西、内蒙等10多个省市自

治区。

依托畜禽资源，年屠宰生猪

200万头的国内500强企业雨润

集团和年加工肉鸡3200万只的丰

源食品竞相入驻清丰，带动了周边

养殖业、饲料业、屠宰加工业发展，

全县畜牧业产值达18.98亿元。

依托林木资源，全国软体家

具三强之一南方家私、亚洲家具

第一品牌全友家私、中国板式家

具四强企业双虎家私、好风景家

私纷纷入驻清丰县产业集聚区，

家具产业年产值近百亿元。

靠着这些从田间成长起来

的“工业大树”，清丰的工业经济

发展硕果盈枝：去年全县规模以

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92.9

亿元，使这个农业大县完成了从

“卖原料”到“卖产品”的嬗变。

清丰县的实践证明，依托当地农业资源优势发展起来

的新型工业化，反过来势必为农业农村经济开辟更为广阔

的发展前景。通过土地流转，两万余名村民搬进新型社

区，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步伐不断加快，工农互

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道路越来越宽广。

记
者
手
记

清丰土地流转“转”出业兴民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