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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4版当事人还原真实雷锋

莫让预付卡变成吞钱卡 5版

6版养殖合作社忌重建轻管

8版帮人说个媒不料犯了法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侯博

日前，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人向本报“何难帮忙”栏目反映，当前，

很多地方的化肥销售乱象丛生，一些小厂生

产的劣质化肥，通过向农民送脸盆、毛巾等方

式进行促销，不断冲击“正规军”的市场空

间。这位负责人想通过“何难帮忙”栏目提醒

广大农民朋友注意：选购化肥不要看送不送

脸盆，占小便宜可能会吃大亏。

据介绍，购买化肥时要看清氮磷钾等养

分的含量，据此挑选性价比最高的产品。是

不是价格越高质量就越好？也不见得。有

的化肥厂家在电视台投入巨额广告费，并制

作出精良的包装，农民购买这样的化肥实际

上也在为厂家的广告和包装费埋单。

为切实维护广大农民利益，本报近日刊登

了18家企业生产的不合格肥料产品和15家企

业生产的优质合格产品，请农民朋友在购买时

擦亮眼睛，仔细辨别，在购买、使用时遇到什么

问题，可及时与本报“何难帮忙”栏目联系。

帮忙记者李相瑞

电话：13525597029

电话：0371-65798550 13703710985
QQ：2633667022
邮箱：henanbangmang@126.com
微信：hnrbncb
微博：新浪微博@河南日报农村版
中原三农网：www.zysn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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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困 难有 困 难 ？？ 找 何 难找 何 难 ！！

编者按：3月4日、5日，本报在一版刊登了省农业厅公布的去年秋季全省化肥监督抽查结果。其中，18家企业生产的18个不合格
肥料产品被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本报记者及时跟进，赶赴各地采访了问题化肥产品生产企业的整改情况。

据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

开幕。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肩负人民重托，

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张德江主

持大会。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李建

国、王胜俊、陈昌智、严隽琪、王晨、沈跃跃、吉炳

轩、张平、向巴平措、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

张宝文、陈竺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

张高丽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应出席代表2983

人。今天的会议，出席2932人，缺席51人，出席

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上午9时，张德江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开幕。会

场全体起立，高唱国歌。

随后，全体与会人员为3月1日晚在云南昆

明火车站发生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中的遇难群

众默哀。

根据会议议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

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他指出，2014年

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

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

领域各个环节，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

性，增强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全面深化改革，

不断扩大开放，实施创新驱动，坚持走中国特色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

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加强基本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提高发展

质量和效益，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政府工作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2013年工

作回顾；二、2014年工作总体部署；三、2014年

重点工作。

李克强说，2014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

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居民消

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

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

内，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和经

济发展同步。加强对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

支等主要目标的统筹平衡。

李克强从9个方面报告了2014年的重点工

作：推动重要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开创高水平

对外开放新局面；增强内需拉动经济的主引擎作用；促进农业现代

化和农村改革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创新支撑和

引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加强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建设；统筹做

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美好家园。

根据会议议程，大会印发了国务院关于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

告、国务院关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4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提请审查批准。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

本药物制度后，能不能找到一个

办法，既能减轻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的运行负担，又能保障基本药

物的及时、足额配送？

在鹤壁市，先是从淇县部分

乡镇卫生院开始，接着到全市县

（区）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推

行“药房托管”模式——由药品

流通企业与医疗卫生机构签订

合同，药房运行和药品配送由企

业负责，药房人员由医疗卫生机

构负责考核，实现了医疗卫生机

构、企业、患者和社会的共赢。

该市还创新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绩效考核办法，利用“制度

杠杆”激发广大基层医务人员的

工作积极性；按照“一控二畅三

定量”的思路整合乡村医生资

源，实现了优秀乡村医生的合理

调配使用。

药房托管
切断医与药利益链条的尝试

鹤壁市于2012年 12月底

实现县、乡、村基本药物制度全

覆盖。而随着基本药物制度的

实施，鹤壁市出现了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门诊和住院费用下降、门

诊人次和住院人数上升等喜人

景象。

另一方面，由于乡镇卫生院

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当药

品不再成为收入来源时，药房运

作无疑增加了运营成本。如何

既能保证基本药物及时配送，又

能降低运营成本？经过多方调

研，乡镇卫生院“药房托管”模式

首先在淇县应运而生。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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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药制度实施后
如何激发发展活力

——鹤壁市探索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运行新机制解析

□本报记者艾德利 通讯员刘小军 文/图

3月5日上午9时，“学习雷锋精神 建设

文明商丘”启动仪式在商丘市帝和广场举行，

标志着今年该市学雷锋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

式拉开帷幕。

近年来，商丘市坚持把深化学雷锋志愿

服务活动，作为全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抓

手，全力打造颇具商丘地方特色的学雷锋志

愿服务品牌。涌现出了“商丘水上义务救援

队”、“红星服务队”、“商丘义工联”等一大批

体现时代精神的优秀志愿者，以及“义勇河南

哥”何铁领、“贩菜哥”王超华等一批自觉践行

雷锋精神的“商丘好人”典型。如今，越来越

多的市民积极主动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乐享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带来的满足与快乐。

志愿奉献当“雷锋传人”

据了解，商丘市今年组织10支志愿服务

队、100家文明单位，依托全市160个志愿服务

站（点），开展了文明交通、文明出行、清洁家园

等志愿服务活动；商丘市交通局、运管处组织

党员车队、拥军车队、巾帼车队、雷锋车队开展

便民助民志愿服务活动，倡树行业形象。

组建了20余年的“红星服务队”，尽管队

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队员们全力打造“商丘

第二故乡”的信念没有变。战士们放弃双休

日、节假日，穿大街走小巷，服务驻地老百

姓。十几本厚厚的行程日记记录了他们20年

的学雷锋历程，每一页日记都写满了他们对

驻地群众的一片深情厚谊。

2006年7月成立的商丘市义工联，成立8

年来已在商丘市创立22个爱心工作站、11个

爱心帮扶站，发展爱心志愿者4000多人，累

计为重病患者募集善款200多万元，参与公

益活动总人数达20多万人次，成为商丘市一

张闪亮的城市名片。商丘市义工联先后被评

为河南省十大爱心集体、河南省优秀志愿服

务活动品牌。

▶下转第二版

针对河南三川豫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登

记证过期行为，3月5日，记者从周口市农业局

了解到，周口市农业局已对该企业给予警告并

限期整改，目前该公司新的肥料登记证已申领。

就鹿邑县辖区的河南农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的浦田复混肥包装标签不规范、

鹿邑县骏迈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农福泰含量

不达标的现象，该县农业局农业综合执法大

队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已对农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封存原包装，不允许再

投入市场，再次进入市场的产品外包装必须

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目前，该企业在新包装未

完善之前，按照执法大队要求，已停止生产。

对鹿邑县骏迈肥业有限公司根据规定

给予警告，并责令其停产整改，已经售出的产

品按照销售档案收回。

帮忙记者巴富强

电话：13303946668

针对问题产品，3月4日下午，该公司总

经理朱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是

去年秋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公司对此非常重

视，并已逐项进行了整改，去年7月27日我

公司根据生产计划进行了配方调整，将氮磷

钾配比为15∶20∶5的产品调整为氮磷钾配

比为15∶25∶5的产品，在配方调整中出现了

养分的偏差。造成产品养分不合格原因为：

在调整产品过程中，仓库存储处未标明该产

品为过渡产品。由于当时是在公司仓库抽

查的产品，所以这批产品并未流向市场。”

朱瑞最后说，我们公司是省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省高新技术企业，很感谢河

南日报农村版对肥料行业的重视和监督，公

司将以此为戒严把产品质量关，用更好的产

品服务“三农”。

帮忙记者秦名芳

电话：13503976779

3月4日，本报“何难帮忙”栏目通报

了2013年河南秋季肥料抽查结果，河南

瑞丰泰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欧吉亚”复

合肥（批次：2013-9-20）不合格。

3月5日上午，栏目记者来到位于襄

城县的河南瑞丰泰肥业有限公司。该公

司副总经理闫国涛向记者介绍了相关情

况，他说：“对此我们非常重视，经过调查，

是由于生产该批次复合肥前刚对设备进

行大修，更换了原料计量皮带，在调试阶

段，计量皮带有偏差，导致该批次产品养

分出现误差。对不合格的20吨产品公司

当时就立即予以回收，并进行再生产，后

经相关部门检测已全部合格。”

闫国涛说，经过这件事后，公司将对

出厂产品进行更加严格的检测，杜绝不合

格产品流入市场。

帮忙记者 宋广军

电话：13323747666

3月5日上午，本报记者分别对驻马店两家

企业和湖北三得利肥业有限公司进行了走访。

驻马店两家企业（驻马店盛源肥业有限

公司和河南豫邮金大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分别向记者提供了详细的整改报告，而湖北

三得利肥业则拒绝回应产品不合格问题。接

受采访的驻马店两家企业负责人称，去年秋

季被查出的不合格肥料均为调试生产设备时

出现的问题，但不合格产品并未流入市场。

针对存在问题，两家企业都已作出整改。

随后，记者拨打了湖北三得利肥业有限公

司电话，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性工作人员称，

这事归综合办的魏主任管，让记者向魏主任了

解情况。电话拨通后，一男性工作人员说，魏主

任不在，等魏主任回来后会给记者联系。而截

至记者发稿时，记者仍未等来魏主任的电话。

帮忙记者黄华

电话：13033803388

3月4日，本报“何难帮忙”栏目曝

光了河南中德生态肥业有限公司生产

的“德力新概念”复混肥料（批次2013/

1/28)为不合格产品。3月5日上午，记

者赶赴位于中牟县的河南中德生态肥

业有限公司了解情况，发现该公司已经

暂时停产。

当日上午11时，记者来到该公司，公

司大门紧闭，厂区没有生产迹象。在公司

门卫室值班的门卫告诉记者，该公司已经

停产几个月，现在工人们都回家休息了，

负责人也不在。随后，记者拨通了该公司

的电话，一位女性工作人员说：“公司春节

前就停产了，停产的原因一方面是资金问

题，另一方面是市场也不景气。”

帮忙记者冯刘克

电话：13598800787

3月5日，“何难帮忙”栏目记者赶赴漯

河三家被曝光企业了解情况。

在河南艾农肥业生产厂区记者看到，部

分厂房正在改造，有机肥生产线处于生产状

态。总经理郭彦杰告诉记者，艾农肥业不合

格的原因是未取得掺混肥登记证，但去年至

今生产的所有肥料质量抽检都合格。“我们

已经根据市农业局的整改要求，申领了掺混

肥料正式登记证。”郭彦杰拿出的一份日期

为2013年12月2日的“河南省肥料正式登

记证”上显示，产品通用名为掺混肥料。

在河南无道理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负责人宋伟范告诉记者：“针对去年抽检不

合格的复混肥料，公司已于10月13日从一级

经销商处追回全部50吨该批次产品。从当日

起，公司严把原材料质量关，对严重结块的原

材料给予退回，目前所有产品抽检均合格。”

漯河远洋肥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向云

说：“公司已经对生产主管经理、生产部经

理、质检部经理作出处罚，确保不再发生类

似情况。对于销售出的16吨不合格产品，由

销售部门与该批次产品客户联系，由于该产

品已施用完毕，除说明原因赔礼道歉外，每

吨给予160元的降价赔偿，如果庄稼收成下

降再按价赔偿。”

帮忙记者仵树大

电话：15839588563

凡人善举筑起“道德高地”
——商丘市学雷锋系列活动综述

河南中德生态肥业
有限公司暂时停产

河南瑞丰泰肥业有限公司

不合格产品全部
“回炉”

漯河三家肥料企业已整改完毕

驻马店“盛源”、“金大地”作出整改
湖北“三得利”拒不回应

周口市农业部门：责令企业限期整改

安阳喜满地肥业：今后严抓产品质量

化肥“黑榜”引关注 多家企业在整改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