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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3版驻村挂职干部必须戒除“三气”

3版警惕医院使用过期药

2版汝阳农民桑战伟盆景玩出大名堂

承包权归农户 所有权归村组

孟州市上口村农民承包田入股了
本报讯 11月14日，孟州市南庄镇上口

村348户农户领到了农村土地流转股权

证，成为新型土地入股股权人。这是南庄镇

政府在农村土地重新确权颁证试点工作中

在全国率先创新的机制。

南庄镇已有33082亩农户承包田流转给

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占全镇耕地总面积的

80.1%。南庄镇党委书记赵文超介绍说：“我镇

是10%的人种90%人的地，土地确权已很难。

为此，我镇在土地重新确权试点工作中，创新了

承包田确权、确股、不确地机制，使承包权、所有

权、经营权‘三权分离’，变为‘股份制’。”

上口村是南庄镇农村土地重新确权颁

证试点村，有人口1745人，耕地1710亩，全

村土地全部流转给了村组，为新机制实施奠

定了基础。

这项创新机制，将原农户承包田土地面

积确权给农户，农户享有承包权；土地所有

权确权给村委会或村民小组，集体所有；村、

组再将土地流转给镇政府土地流转交易中

心，以“股份制”入股，镇政府对村委会和小

组土地面积确认股权，并和村委会、小组签

订股权确认合同，镇政府发放农村集体土地

股权证。

该机制对农户承包田面积折合成股金，

按年发放。土地股份合同一签5年，土地用

途不变。5年期满后，只调整股金，不动地。

上口村党支部书记邓东平这样合算：第

二村民小组总计土地279亩，人数231人，入

股后平均人占0.98亩，每亩年股金850元，

这就是“股民”应得股金。

承包户以土地面积入股后，取消了土地

“四至”边界，以村委会、村民小组土地面积

平均了股金，增人不增股金，减人不减股金，

解决了“增人增地，减人减地”和承包田边界

确权难题。

上口村村民谢娜提到“股份制”很平静，

她说：“现在农民大多都不种地了，土地都流

转了，流转给个人有些不放心，流转给集体保

险。镇里实行确权、确股、不确地很符合俺的

意愿，镇政府到年就将股金打入承包户‘一卡

通’，便捷省时。俺全家也可放心外出打工挣

钱，再也不用操心土地管理问题了。”

11月l4日，南庄镇政府在上口村颁发

了农村集体土地股权证。现场，村民们都

很高兴，认为“股份制”很适合农户现实土

地管理。所以，上口村实施土地“股份制”

一试民通。

孟州市农业局局长刘文生说：“南庄镇

试点实行农村集体土地股权机制，得到了

上口村农民认可，说明这一机制符合民意，

也解决了农村土地确权难题，解放了劳动

力，是一个大胆探索尝试，很符合现代农村

实际。”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朱

超 骈利辉）11月17日，记者从河

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获悉，我省

农信社新一代IT系统顺利实现一

次切换成功，正式上线运行。该系

统的成功上线运行，标志着我省农

信社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功能更加齐全，

现代化金融服务水平上升到一个

新的台阶。

省农信社新一代IT系统建设

于2013年4月16日正式启动，是

我省农信社规模最大、复杂程度最

高、设计架构最先进、业务功能最完

备、管理功能最全面的信息化系统

工程。该系统对软件设计、硬件设

备、运行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替

换升级，运行速度、系统容量、功能

完整性、流程合理性等实现了质的

飞跃，将为广大客户带来更加优质、

高效、便捷的服务体验，是我省农信

社信息化建设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11月17日，新一代IT系统正

式上线当天，省联社理事长、党委

书记鲁轶，省联社副主任、党委委

员关奇峰深入基层营业网点，详

细了解新系统上线后的运行情

况，并与客户进行交谈，询问金融

服务需求，征求客户对农信社服

务意见和建议。

据鲁轶介绍，新一代IT系统

成功上线运行，体现了我省农信社

“以客户为中心”的设计思想和开

发理念，能够极大地拓宽服务渠

道，丰富业务产品，加快金融创新，

提高服务效率，将在更好地服务广

大客户和支持中原经济区建设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了确保新一

代IT系统成功上线运行，在新系

统切换上线期间，我省各级农信社

及早准备，积极协调，全员上岗，筹

备了充足的现金、凭证等，保证了

新系统切换上线期间客户的各项

业务需求。

本报讯（记者田明）11月17日上午8

时30分，河南农业大学大礼堂内座无虚

席。原本只能容纳1300人的礼堂，不仅过

道上站得满满的，就连礼堂门口也围满了学

生。他们都是来聆听“中国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院士学术报告会的。

来自该校园艺学院的研二学生翟德华，

8点就来到礼堂占位了。“学校前几天给我

们每个人发信息，告知大家袁隆平要来讲

座，谁先回复谁先拿到票。”翟德华说，看到

消息后，他立刻回复，很幸运地拿到了票。

8时40分，当袁隆平出现在礼堂内时，

全场掌声雷动。

希望河南研究出“超级小麦”

水稻产量有没有止境？报告会上，袁

隆平说，虽然现在水稻的产量已经很高了，

但是理论上水稻产量的潜力还很大，最高

每亩可达1500公斤。

河南是粮食大省，小麦产量居全国第一，

不过与水稻的亩产量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袁隆平表示，小麦与水稻的研究有许多

相通之处，需要相互借鉴学习。希望河南能

够研究出“超级小麦”，进一步提高小麦产量。

在豫招收“徒弟”至少一博两硕

在报告会临近结束时，河南农业大学

校长张改平宣布：有志于跟袁隆平院士读

书的学生们有福气了，袁老将在河南农业

大学招博士研究生，也招收硕士研究生。”

这一消息令在场学生兴奋不已。

据了解，袁隆平2015年开始在河南农

业大学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这在

河南还是第一次。和袁隆平专业一样、专业

相关的学生，都可以报考。

张改平介绍，袁隆平明年在该校招收博

士生至少一名，硕士研究生至少两名。“如果

报考的学生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好，还会酌

情增加。”

■背景介绍

2013年，由河南农业大学牵头组建的

河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首批入选国家

“2011计划”，担当起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和竞

争力的战略重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共

同愿望、河南水稻产业发展的广阔前景吸引

了袁隆平院士的关注，今年3月份，他欣然

应邀担任了河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水

稻首席科学家，并代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与河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

签署了合作协议。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 通讯员

张珂）11月15日，宜阳县柳泉镇丁

湾村灵山秀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农户正在整理收获的高粱。

“亩产最高可达1500斤，能收入

2000 多元，比种玉米多收 800

元。”正在指导农民使用脱粒机的

该合作社理事长刘文争说。

印象中并不赚钱的红高粱怎

么在这里变成了助农增收的“金豆

豆”？刘文争道出诀窍：“现在城里

人都喜欢吃粗粮，高粱很受市场欢

迎，行情走俏。合作社里种植的是

优良品种糯米高粱，穗大粒饱，口

感软糯，再经过精包装，借助电商

平台，土疙瘩一上网就成了土宝

贝，身价倍增，销至全国各地。今

年，合作社共种植糯米高粱2.8万

亩。”

为了拉长红高粱网上销售链，

合作社不仅开起了淘宝旗舰店，

专门销售高粱精包装礼盒等特色

农产品，还代理了顺丰快递宜阳

分公司，让新鲜优质的红高粱顺

着便捷渠道，“流”向全国各地消

费者的餐桌。

“今年种高粱尝到了甜头，社

员们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合作社

目前共流转土地4.3万亩，明年高

粱种植面积一定要超过今年，并且

继续加强网络销售攻势，让打上宜

阳标签的红高粱真正变成‘金豆

豆’，让更多的农民种植高粱致

富。”刘文争信心十足地说。

11月16日，在社旗县大冯营镇周庄村第二届农民文化节上，几位村民现场表演健身气功八段锦。近年来，周庄村以村文化大院

为阵地，通过举办各式各样的文娱活动来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郑娜 李崇 摄

本报讯（通讯员李绍光记者冯刘克）

连日来，一部倡树廉政、歌颂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豫剧现代戏走进小山村，成为新

密初冬的一道亮丽风景。

当前，正值村级党支部、村委会换届，

营造清正廉洁、积极向上的氛围迫在眉

睫。为此，新密市开展形式多样的政策宣

传，其中自编戏剧成为特色。新密市豫剧

团新编了反腐倡廉题材的教育剧目《儿行

千里》，讲的是农民的儿子郑耀忠离家千

里，当上大官之后，经不起金钱诱惑，收受

他人贿赂，成了贪官，最后受到法律严

惩。面对威严法庭，郑耀忠悔恨地说：“吃

着老百姓的，穿着老百姓的，拿着国家的

俸禄，不为国家办事，真是咎由自取啊！”

整部戏剧剧情跌宕，寓教于情，扣人心

弦。初冬新密的夜晚寒风逼人，看戏的群

众却热情高涨。

刚当选的朱家庵村党支部书记慎有安

说：“这部戏教育我干净做事，激励我为民干

事，很值得广大农村干部看一看。廉政戏剧

乡村行，增进了基层干部的清廉意识，提高了

农民的法制水平。”据了解，一个多月来，该剧

共演出40多场，受益群众达10万余人。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亚

萍）“俺今年看病住了三次院，多亏新农合

给俺报了20万元，减轻了俺的家庭负担

啊。”11月16日，家住杨集乡钱李胡村村民

李朝英激动地说。

据了解，今年6月，61岁的李朝英因

冠心病在河南省人民医院住院3个月。

巨额的医疗费用把他的家庭彻底压垮，三

个儿子全部外出打工挣钱，以偿还借来的

医药费。

“据目前的数据来看，像李朝英这种

情况，他花了46万元，他还能享受7万块

钱的大病保险。”该县新农合管理办负责

人朱予告诉记者。

据悉，自2014年以来，新农合参合者

凡合规医疗费用自费部分超过1.5万元的

参合患者就可以享受“二次报销”政策，补

偿比例最高可以达到65%，年度封顶线为

30万元。截至10月底，该县共补偿新农合

参合患者92万余人，补偿资金1.58亿元。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胡耀华）一根野生山药重达六斤

半。11月17日，在鲁山县尧山镇

街头，这根罕见的野生山药吸引了

不少路人的眼球。

这根山药有70多厘米长，细处

有茶杯粗，粗处有碗口粗（如图）。

采到山药的闫老汉家住尧山镇新

庄村郎家庄组，他说这根山药是

他前两天在尧山镇的北大山上采挖

的。“当时天快黑了，就要下山哩，发

现了这根山药。”闫老汉说，该山药

生长在一个大石头旁，当时他发现

这根山药茎叶很茂盛，就上前挖了

起来，结果没想到挖出了这么大的

山药。他用了近一个小时才将该山

药挖出来。“采挖了几十年山药，这

是挖到的最大一根。”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 马如钢

全国农村土地重新确权颁证工作已进

入试点阶段。这项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

农村稳定。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始于1983年，

史称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为15年；第二轮

土地承包是1998年，期限为30年，并颁证到

户。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是为了保护农民承

包土地既得利益，调动生产积极性，促进农

民增产增收。

第二轮土地承包明确规定“增人不增

地，减人不减地”，这项规定在实践中矛盾凸

显，尤其在我省越发突出。

我省农村根据人口增减，土地有3年一

小调，5年一大调的习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一直沿用，这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规

定相矛盾。改革开放至今，农村变化很大，特

别是人口增减变化特别大，土地承包纠纷也

日益突出，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现阶段，农村土地流转已成趋势，承包田

“四至”边界确权很难，孟州市南庄镇政府创

新的确权、确股、不确地机制使之迎刃而解。

一个好的机制只有在不断完善中成熟，

将实践中产生出来的问题解决了，才能既合

法又符合实际和民意。

大胆创新就是进步
□一鸣

袁隆平明年来豫收“徒弟”
鼓励河南搞出“超级小麦”

社旗 农民自办文化节
新密

廉政戏剧送乡村
10万群众受教育

以心换“新”为客户 系统上线促发展

我省农信社新一代IT系统
成功上线

范县

1.58亿补偿金
惠及92万参合农民

鲁山农民闫老汉有运气

采到六斤半野生大山药

宜阳农民刘文争有眼光

2.8万亩红高粱上网销全国

本报讯 11 月 17日，参加了

一周的农业新技术培训，又拿到

350元误工补贴的方城县博望镇

朱庄村农民杨洪杰说：“拿着工

资学技术，俺以前想都没想过。”

今年以来，博望镇财政拨出专

项资金举办科技培训班，每个农民参

加培训一天，还可拿到50元钱补贴。

今年麦播刚结束，镇政府便依据全镇

种植小麦、花生、黄金梨等特点，从省

农科院、河南农大及市、县科技部门

聘请专家集中对农民进行培训，或深

入田间现场传授农技知识。

截至目前，该镇已举办培训班

两期（共14天），田间培训3次。按

照培训方案，该镇今冬明春将集中

培训农民1500人次。

（李善喜 陈向阳 田振文）

方城博望镇农民有福气

一天拿50元“工资”学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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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烟不是想卖就能卖
遂平县一男子无证销售卷烟获刑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