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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县

“以人为本”建设农开项目

三门峡市

2013年农开项目通过验收

5月的淮北平原，微风吹过，沉甸甸的麦

穗泛起微微金浪……站在田埂上，望着长势

喜人、丰收在望的小麦，正阳县袁寨乡付庄

村村民李大建喜上眉梢:“年前年后旱了那

么长时间，麦子还能长这么好，是农业综合

开发送来的好年景啊！”

农业开发 增产增效

“通过农业综合开发，俺村不但铺了田

间生产路，还新修了两条水泥路，以后老百

姓不论是出行还是到田间干活都比以前方

便多了。”正阳县袁寨乡付庄村村民付新远

高兴地说。

袁寨乡乡长翁玉杰告诉记者，开发前，

岗子地、蛤蟆窝，天晴就旱，下雨就涝，十年

就有九灾年。“开不完的荒，割不完的草，野

鸡耗子满地跑。”这是开发前当地的真实写

照。全乡岗子地、低洼地占总耕地面积的一

半以上，群众盼水又恨水。

如今，付庄村的9160亩耕地已经全部

建成了旱能浇、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

袁寨乡副乡长张玉芝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开发前，浇灌一亩地要花20多元钱，现

在最多花10元。按一亩地全年浇4次算，

付庄村9100多亩地可节约开支9万元左

右。而且由于节省了时间和人力，村里有

500多人外出打工或在本村发展养鸡、养兔

等产业。

负责正阳县农开工作的助理陈留东介

绍，正阳县是第一批农业开发县，现在又是

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县。2000年以

来，累计投入开发资金1.4亿元，改造中低产

田10.12万亩，项目区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

14.12万亩。昔日岗子地、低洼田告别了“望

天收”，成为粮食增产的“希望田”，仅2013

年度建设的3.2万亩高标准农田，就年增产

粮食640万公斤。

整合资金“强筋壮骨”

正阳县是全国粮食生产大县，河南省粮

食生产主产区。全县粮食播种面积248万

亩，夏粮总产达85万吨。但是农业基础设施

落后问题长期困扰正阳。

农业的“身子骨”怎样由弱变强？正阳

县把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使用从“撒胡椒面”

改为“攥紧拳头”，把农业、水利、国土、林业、

农机、发改等项目进行整合，实施“两个集

中”。

项目安排向连片示范区集中。从2012

年起，在连片示范区内优先选择两个乡镇5

个基础条件好、开发潜力大、工作业绩强的

开发村予以重点扶持，确保连片示范区每年

项目投入达到全县总投入的80%以上，两个

重点示范乡项目投入达到核心区总投入的

70%以上，到2014年累计投入核心区财政

资金要达1亿元以上。

资金安排向高标准农田建设集中。近

两年，全县已累计在8个开发村安排高标准

农田示范工程5万多亩，投入财政资金近1

亿元。每个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工程连续3

年扶持，每年每个项目的财政资金投入力度

不低于1000万元。从2011年起，在实施中

低产田改造的同时，大幅增加高标准农田建

设在土地治理项目中的比重，力争2014年

以后90%的土地治理项目资金安排为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力争到2015年完成20万

亩建设任务。

2013年正阳县通过项目整合，高标准

粮田建设示范工程项目开发面积两万亩。

完成新打配机电井200眼，开挖疏浚沟渠96

公里，埋设地埋管道100公里，新建生产桥

375座，完成输变电线路69公里，整修硬化

生产路38公里，补贴购置大型拖拉机、秸秆

还田机、大型收割机和植保机械60台套。

植树10万株。项目通过省验收。

为确保农业综合开发的政策措施落到

实处，正阳县对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工程设施

实行产权制度改革，还建立起农业综合开发

长效管护机制，成立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管护

协会和管护员队伍，负责项目区道路、桥涵

等投资较大的项目进行管护。

“道路平坦坦，灌渠水潺潺，雨天能排

涝，旱了能浇灌，粮食要高产，全靠县农办。”

农民自编的这段顺口溜，是对农业开发工作

的最好褒奖。

昔日“望天收” 今朝“希望田”
——正阳县高标准农田建设探访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 张生平

通讯员王合介 田玉堂

本报讯 为更好更快地推进农

开项目建设，近年来，通许县将严

格执行、强化监管、加强竞争引入

农开项目当中。

高标准，严执行。项目立项初

期，县农办工作人员初次考察定项

目区，乡村干部二次考察初定建设

内容；所有项目工程全部公开招标

公示，建立有永久公示牌；资金管理

实行县级报账制度，每一笔资金手

续完备。

强监管，抓服务。采取“一服务

二指导三监理”的模式。一服务：各

级监理为工程建设做好服务；二指

导：专职监理现场指导，农开办组织

专业技术人员不定时指导；三监理：

物料进场、试块、试模监理，全天候

巡视监理，隐蔽工程蹲点监理。

重竞争，提技术。各施工单位

加派技术力量、人员和机械，开展

工程建设大会战。在项目区内成

立县、乡项目工程建设指挥部，做

到技术指导到位，督导工程进度、

质量到位。 （侯帅英 雷笑）

本报讯 为高标准高效益推进

农开项目建设，切实保护农民利

益，近年来，杞县将“以人为本”渗

透到项目每一个环节。

以人为本，科学规划。项目开

展前，组织部门专家一起深入拟定

项目区逐块勘查，制定切实可行的

实施计划。工程规划时，广泛征求

听取群众意见；规划设计时，把方

便群众生产与生活结合起来。

完善机制，加强监管项目公示

制。项目建设前、建设中、建成后

对项目建设情况分阶段公示。农

开区的项目全面推广合同管理制，

对能够按照合同要求进度提前完

工的，给予奖励。形成专业监理和

农开部门、乡镇干部、项目村群众

共同参与的“四位一体”监管格局。

工程管护，夯实基础。项目区

不栽无主树、不打无主井、不建无

主桥，使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

其利。 （刘旭雷笑）

本报讯（记者张生平）5月19

日，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对三门

峡市2013年农业综合开发竣工项

目进行了验收和考评，并通过省级

验收。

2013年，三门峡市农业综合

开发竣工项目累计浇灌蔬菜、小麦

和果树等农作物8万余亩。通过

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发展优质农产

品种植面积2.8万亩，新增粮食生

产能力536.8万公斤，新增其他农

产品422万公斤，新增种植业总产

值2036万元，项目区年直接受益

4110户15424人，直接受益农民

年纯收入增加864.8万元。

验收组采取听取工作汇报、实地

察看项目工程建设、走访项目区群众

等方式，对三门峡市2013年度农业

综合开发竣工项目进行了省级检查

验收。同时，省验收组也对三门峡市

2013年度农业综合开发竣工项目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

5月15日，记者来到滑县高标准农田建

成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映入眼帘：成方

连片的麦田一望无际，平坦宽阔的田间道路

纵横交错，一座座浇水机井整齐排列……

“中原粮仓”滑县，是中原经济区粮食生

产核心区、中国小麦第一县，该县自1988年

实施农业综合开发以来，加快实施高标准农

田建设，有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抵御

自然灾害能力，不断让农业“强筋壮骨”。

截至目前，该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总投

资35548.72万元，土地治理项目面积83.34

万亩，项目区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15230.57

万公斤，新增种植业总产值达31149.1万元，

农民增收近 29590.24 万元，受益群众达

59.81万人。

完善设施筑基础

“你瞧，这小麦长势多喜人，穗大粒多，

今年肯定还是丰收年。庄稼能这么好，多亏

了高标准农田综合开发啊！”聊起农业综合

开发项目带来的实惠，正在麦田里除杂的徐

朝生高兴得合不拢嘴。

徐朝生是滑县白道口镇张庄村村民，他

家种的24亩地位于高标准农田综合开发项

目区内，以前常年“望天收”。自2013年以

来，该县对项目区内的农田实施开发，将田

内的水、林、路、渠进行综合治理，昔日的“低

产田”变成了“吨粮田”。

粮食稳产增产，农田设施“功不可没”。

“我这块地，过去种小麦，每亩只收七八百

斤。现在好了，浇水、施肥、病害防治、收割

都很方便，粮食还能增产，去年小麦亩产达

1200斤。”徐朝生对记者讲。

完善的农田设施，方便了项目区农民种

田，也让不在项目区的农民多了一份期待。

“我们村的农田还未实施综合开发，田里机

井水位浅、出水少，灌溉时经常发生‘争丼现

象’。沟渠常年没有清淤，排涝和防灾减灾

能力差。希望国家能尽快完善俺村田间的

井、路、渠等设施，满足群众农业生产需求。”

该县白道口镇前赵湖村支书郭希各说。

“通过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建成了稳

产高产、旱涝保收、节水高效的高标准基本

农田，今后，我们将积极争取上级项目资金，

加大开发力度，不断提升农业生产能力。”该

县白道口镇科技副镇长吕林林告诉记者。

滑县自建设高标准农田以来，先后投资

14869万元，新打及配套旧井2064眼，架低

压地埋线921公里，开挖疏浚渠道61公里，

铺设管道989.05公里，整修道路449.5公

里，植树35.5万株。通过开发治理，项目区

新增灌溉面积3.76万亩，改善灌溉面积4.24

万亩，新增节水灌溉面积8万亩，年节约用水

量560.5万立方米，项目区年新增粮食生产

能力1630.1万公斤。

科技发力强支撑

眼下，正值小麦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

期。在滑县留固镇小营村的高标准农田里，

滑县农技专家正指导滑县庆丰植保服务农

民专业合作社用弥雾机进行小麦“一喷三

防”作业。

“经过综合开发后的麦田，地块大且均

匀，适合用弥雾机、直升机、无人机等先进

‘武器’进行病虫害防治。像这100亩地，6

台弥雾机1个多小时就能完工，这样既省力

省工又省时，防治效果非常好。”该合作社理

事长李建文告诉记者。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滑县

加快实施农业综合开发粮食增产科技支撑

行动计划项目，将田间地头作为实践课堂，

通过举办培训班，或以现场观摩、编发短信

等形式指导农民开展田间管理。

为了发挥科技项目的辐射带动作用，滑

县创新农技服务手段，“我们利用集中培训、

入户指导的方式，为农民讲解作物栽培新技

术；引进作物新品种，提高粮食产量和品质；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工作模式，让作物吃上

‘营养餐’。”该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

王威说。

滑县把科技项目区作为粮食稳定增产

的样板示范基地，大力推行“一集成六统一”

高产创建模式，实现了农机农艺、良种良法

的有效融合，不断提升粮食生产科技贡献

率。目前，全县小麦、玉米等优质高产主导

品种覆盖率100%，主推技术应用率100%。

通过项目实施，2013年滑县农业综合

开发项目区小麦、玉米产量再上新台阶，经

专家测算，该县玉米万亩示范方、辐射区平

均单产分别达到759.7公斤、613.8公斤，带

动全县玉米单产达到602.7公斤；小麦万亩

示范方、辐射区平均单产分别达到608.1公

斤、534.5公斤，较全县小麦单产493.8公斤

分别增加114.3公斤、49.7公斤。

举措联动添活力

在农业综合开发过程中，滑县坚持“因

地制宜，突出优势，强化基础，壮大产业”的

原则，通过科学规划、打造精品、规范管理等

举措，探索出了一条“强筋壮骨”的农业综合

开发新路子。

广泛征求项目区群众意见，对区内的每

一眼井、每一条路、每一片地进行详细规划，

并组织农业、林业、水利、科技等方面的专家

对规划进行评估论证，保证项目规划的科学

性、合理性、可行性。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该县实行分包责任

制，严把项目标准质量关和工程竣工验收

关，力争建设“精品工程”。积极引导农民专

业合作社和社会群众参与投入，广泛吸纳社

会资金，增强投入扶持力度。

“建设是基础，管护是关键。”该县坚持

“工程建设与管护同步，工程完工管护到位”

的管理方针，努力做到建一处，管一处，见效

一片，确保项目长期发挥效益。

“我们将按照中央关于‘抓好粮食安全

保障能力建设’和全省高标准粮田‘百千

万’工程建设的要求，搞好科学规划，集中

资金投入，大规模建设高标准粮田，努力达

到‘田地平整肥沃、水利设施配套、田间道

路畅通、林网建设适宜、科技先进适用、优

质高产高效’的目标，为巩固滑县产粮大县

地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谈及今后农业综合开发工作打算，滑县县

长陈忠表示。

近年来，西峡县紧紧围绕农业可持续发展

长效机制，强力推进生态农业转型升级，探索水

源地生态富民强县之路。

生态发展，理念先行。西峡县委、县政府

以“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为理念，立足地

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涵养区的实

际，建设沿312国道百公里猕猴桃长廊、沿北

山青山碧水无污染地域山茱萸GAP标准基地

长廊、沿鹳河两岸百公里食用菌标准化长廊。

生态基地，品牌共建。通过开展现代农

业综合改革试点，建立土地流转机构，实施规

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品牌化经营战略，提升

猕猴桃产业水平。

生态标准，全程把关。从选种、育苗等环

节全程落实国际标准，对数十个特色种植基

地进行编号，对种植户进行登记，把质量安全

贯穿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建立“源头

无隐患、投入无违禁、管理无盲区、出口无障

碍”可追溯体系。

生态集群，规模发展。为延伸产业链，西

峡县确立了“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产

业发展模式，初步形成以南阳果然风情实业

公司为龙头的猕猴桃产业集群，以宛药公司

为龙头的中药材产业集群，形成产业富民的

“宛药模式”。

封丘县检察院开展卫生大

检查活动

近日，由纪检组长陈玉春、政

治处主任王朝旭带队，办公室、监

察科、技术科一行6人针对封丘县

检察院各个科室及科室负责的卫

生区进行了卫生工作检查。政治

处要求各个部门必须对卫生工作

高度重视，进一步强化卫生意识，

常抓不懈，进一步加强工作环境意

识，为创造优美、舒适、和谐的工作

环境奠定良好的基础。 (刘达)

防灾减灾日 城镇化减灾

根据《惠济区教育体育局关

于开展“5·12”防灾减灾日宣传教

育及防灾避险演练活动的通知》

文件精神，5月12日上午，郑州市

惠济区第六中学举行了“5·12”防
灾减灾日宣传教育及防灾减灾演

练活动。 （王学军）

西峡电业“三会制度”解民忧

西峡县电业局结合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建立“三

会制度”，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

问题，提高了群众的满意度。一

是建立问题梳理会制度，落实责

任分类办理。二是建立现场办

公会制度，集中力量重点办理。

三是建立满意度测评会制度，严

格督察强化办理。 （王凯）

美丽中国我的中国梦

为了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认

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国梦”的内

涵和精神实质，坚定理想信念，共

建美丽中国，共筑中国梦，5月15

日下午，郑州市老鸦陈小学举行

了以《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为

主题的演讲比赛。 （王伟涛）

用铅笔书写纯真心灵

为了促使学生养成认真写字

的习惯，规范孩子的书写，做到书

写工整、字迹清秀干净，5月15

日，郑州市老鸦陈小学一年级二

班举行了优秀作业展示活动。同

学之间互相比一比、学一学，看看

谁写的字更漂亮！ （王伟涛）

搞好农业开发 筑牢粮丰根基
滑县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张生平

通讯员张慧霞时昌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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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县

生态富农惠民生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张生平

本报讯（记者张生平）日前，

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验收组一

行3人，在省审计厅农业与资源环

保审计处副处长季庆的带领下，对

郑州市2013年度农业综合开发竣

工项目进行验收。

验收组认为，郑州市2013年

度农业综合开发竣工项目全面完

成建设任务，包括工程和资金，效

益发挥比较明显。新密市项目区

因地制宜搞开发，生产能力大幅提

高，以前“望天收”，现在小麦长势

很好，项目区田成方，林成网的格

局基本形成，加快了土地流转的速

度。

数据显示，郑州市2013年度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竣工项目，改造

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7万

亩。直接受益农户22532户，直接

受益农民89350人，直接受益农民

年收入增加9200.53万元，新增就

业人数386人。

郑州市

2013年度国家农开项目
通过省验收

眼下，正值农田病虫害统防统治的关键时期，为了确保粮食丰收，在滑县白道口镇高标准农田内，种粮大户正在进行

田间除杂。 张慧霞时昌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