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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决定全面降准并定向降准

本报讯“这里采用的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纱技

术‘高精梳紧密纺’，产品比普通棉纱附加值每吨高

3000～5000元，目前国内外市场供不应求。”4月3日，在

太康县银鑫棉业15万锭高精梳紧密纺纱项目车间，企业

负责人李阳光告诉记者。银鑫棉业是太康县本地纺织企

业整合后的升级版，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可年产3.2万

吨高精梳紧密纱，预计年销售收入可达30亿元以上。

银鑫棉业仅是太康县纺织服装产业集群里的一个

“小不点”。眼下在太康县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入驻投资

亿元以上的纺织服装企业有37家，投产及在建纺纱规模

达到145万锭，喷气、喷水织机达到5500台，年加工服装

1.45亿件，纺纱规模在全省纺织行业市县级排名第一。

近年来，围绕集群化、品牌化、精细化、规模化“四化”

做文章，太康致力打造千亿级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实现了

传统产业的快速升级、农业大县向工业大县的精彩蝶变。

集群化，加速形成产业链条。太康县曾因盛产棉花

被誉为“银太康”。该县立足棉花资源、人力资源和原有

纺织产业基础，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引进江浙粤闽及港澳

台等地纺织服装企业入驻，形成集“研发—纺纱—织布—

染整—面料—服装—市场—物流”于一体的产业集群链。

品牌化，推高产业发展水平。太康县每年拿出5000

万元用于企业科技创新和品牌创建，引导企业调整产品

结构，引进高端技术和先进生产工艺，实现装备、技术、产

品、管理品牌化。

精细化，提升管理服务能力。该县建立了一对一精

准专业服务团队，形成了有效的“一三五”跟踪服务机制；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走进企业，为企业把脉问诊，有关

部门跟进服务。

规模化，打造纺织服装产业“航母”。层次高、规模大

是太康县纺织服装产业的显著特点，产生了“全国最大的

差异化纱线生产线、全国最大的差异化弹力面料生产线、

全国最大的裤装集群”多个行业单项冠军。盛鸿纺织投

资15亿元新上的2000台喷水织布织机、1000台倍捻机

捻纱项目，为省内同类项目规模第一。

太康，一座纺织工业新城正在崛起。

本报讯（记者杨利伟）在平凡中发现感

动、在朴素中发现最美。今日起，2015“河南

最美村官”评选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省

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共同主办，大河报

社承办。

本届“河南最美村官”的评选标准为“德、能、

新、促、廉、法”六项。参选“村官”应该具有不惜

牺牲个人利益、让村民信服的品德；有改变农村

面貌、使农民生活得到改善的能力；有增加农民

收入的成绩；有保护环境、倡导绿色经济的眼

光；有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品质；有用法治精

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识。据了解，

凡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按照法律程序和有关规

定选举、任命的村干部，不限年龄、性别、民族，均

可参与。但值得注意的是，已入选过往届“河南

最美村官”候选人名单的，本届不再参评。

“河南最美村官”候选人将通过组织推荐、

媒体寻找两种方式产生。各省辖市推荐1～3

名候选人，各省直管县（市）推荐1名候选人。

同时，新闻媒体通过社会各界提供的新闻线索，

通过“走、转、改”活动，发现优秀典型。

本届评选活动最终评出10名2015“河南

最美村官”，并从中遴选出3名候选人，参加中

央电视台“寻找最美村官”活动评选。

本报讯（记者宋朝）好雨知时节，上周末

的一场春雨滋润了中原大地，河南再次走近

了夏粮丰收。针对农民朋友提出的今年麦田

杂草，尤其是野燕麦、节节麦等恶性杂草发生

严重的问题，昨日，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专门

采访了农业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省政

府参事、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

据郭天财教授介绍，野燕麦和节节麦是

危害小麦的恶性杂草，具有根系发达、分蘖力

强、繁殖系数高、扩展蔓延快、根除难度大和

对小麦生产危害重等特点，它们在田间与小

麦争水、争肥、争光照、争空间，对小麦生长发

育和产量影响很大。据了解，受野燕麦和节

节麦危害的麦田，轻则使小麦减产10%左右，

重则减产20%以上甚至更多。

郭天财教授说，野燕麦和节节麦在前期

与小麦长相十分相似，农民不易识别。但到

生长后期，野燕麦和节节麦较小麦成熟早，且

种子极易自然落粒，对下季小麦生产再次造

成危害。野燕麦和节节麦的繁殖能力很强，

据调查，一粒节节麦种子落到田间后第2年

可产籽60粒以上，第3年可达3600粒，第4

年可达20多万粒，第5年则可高达1300万

粒，以此速度繁殖发展，很快会泛滥成灾。而

且，野燕麦和节节麦种子休眠期很长。如野

燕麦种子落到田间土壤后，第一年发芽率一

般不超过50%，其余的在以后3～4年间陆续

出土。因此，在田间很难彻底清除。

郭天财教授介绍说，野燕麦和节节麦在

抽穗后比较容易识别，但此时已不能再用化

学药剂防除，只能进行人工拔除。农民朋友

如果发现自己的麦田有野燕麦或节节麦，要

做到见一棵拔除一棵，顺茎摸根，从茎秆基部

抓住整株拔除，带出麦田集中销毁，严禁随地

丢弃，以免引起再次传播蔓延。同时要清除

田边地头和荒地的野燕麦和节节麦，以减少

传播和扩散。

针对野燕麦和节节麦识别难、防治难、根

治难的特点，郭天财教授说，野燕麦和节节麦

主要靠种子传播，控制蔓延必须先严守种子

关。种子管理部门一定要加强种子检疫，所

有种子繁育田都要高标准、严要求，确保从源

头杜绝其传播蔓延。此外，对于有野燕麦和

节节麦发生的田块，在秋末冬前或早春选准

对路农药进行化学防除，也可有效控制其蔓

延危害。

一个小村竟有130余座清代宅院，房屋400

余间，房高壁厚，雕花刻凤，古香流韵，一派大清

盛世图景。这里便是焦作新区寨卜昌村。

4月17日上午，村民王跃花告诉记者，“俺

村古宅是从清朝康熙年间兴盖至清末，已有

200多年历史，是王氏家族的荣耀！”据史料记

载：清康熙年间，寨卜昌村王氏先人王振德开

办怀药“泰顺”商号，经营怀药让“泰顺”王氏家

族赚得盆满钵满。除供族人考取功名，王氏家

族便大兴土木改善居住条件，建筑标准很高，

用料、工艺很是讲究，在当时傲居豫西北农

村。经王氏家族10余代人建设，形成了清代农

村壮观的古民居群落，清末败落。

寨卜昌村古民居为砖木结构，清代四合

院样式，房屋内外雕梁画柱、木雕技艺精湛。

门口石狮、鼓石雕件、上下马镫、拴马锁……

一应俱全，几乎户户都有。古民居窗沿下都

有压窗石，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寨卜昌村

古民居的石刻很多，大多是名家墨宝所刻。5

号院大门石刻对联高 4.5 米，宽 0.32 米，上

书：门外拥珠旗报国曾持三尺剑，庭前罗玉树

传家惟有五车书。据了解，这副石刻对联是

全国古民居尚存最大的石刻对联。

中原智库研究员、中原保护古村落研究中

心副主任金鑫在参观寨卜昌村后感慨：太震撼

了！中原仅存，全国罕见。

寨卜昌村原归博爱县苏家作乡管辖，经焦

作市重新区划，被划入焦作新区。这里的古民

居除少数四合院保存较为完整，大多古屋破损

严重，再不加以修缮保护后果堪忧。王跃花

说：“古宅都是各家各户后人保存，个人无力修

复，这需要国家投资保护。”

“我儿子胡松林今年刚刚29

岁，因患重症胰腺炎已经花了

100多万元，现在病情有所好转，

但是后续50多万元的治疗费，我

们实在是凑不到了。想通过‘何

难帮忙’向好心人求助，帮我们渡

过难关！”4月16日下午，汝南县

老君庙镇孙屯村孔庄村民组的胡

明华哭着给记者打来电话求助。

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了解

到，1月8日，胡松林突然感到腹

部疼痛，家人将其送至县医院就

诊，经医院检查确诊为重症胰腺

炎。当天，胡松林就被送到驻马

店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经过

22天治疗后，病情仍不见好转，

医生建议将其送往南京军区总医

院继续治疗。

“治这个病一天医疗费就得

8000元左右，这么长时间都是靠

亲戚朋友们凑的。现在我们家该

卖的都卖空了，能借的也借一遍

了。”胡明华哭着在电话中说，“说

实话，我真弄不到钱了，想着放弃

治疗，但医生说，现在孩子已经好了

百分之七八十，放弃太可惜了……”

读者朋友，如果你想帮助胡

松林早日战胜病魔，请与胡松林

的父亲胡明华联系，电话：

18338502302。

帮忙记者 黄华

电话:13033803388

据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中国人

民银行19日宣布，自20日起下调各类存

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

分点。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实施定向

降准措施。

央行决定，为进一步增强金融机构支

持结构调整的能力，加大对小微企业、“三

农”以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等的支持力

度，自20日起对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农村

金融机构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

个百分点，并统一下调农村合作银行存款

准备金率至农信社水平；对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

分点。

此外，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

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国有银

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央行决定可执行较

同类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低0.5个

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

这是央行今年2月4日宣布全面降准

并定向降准以来，第二次出手全面降准并

定向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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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葛泽周 郜敏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巴富强 小麦专家郭天财通过本报提醒农民朋友

要及时拔除麦田野燕麦和节节麦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4月17日，记者从

省发改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

批复并原则同意信阳市、卢氏县开展国家主

体功能区建设试点示范方案。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的部

署与要求，信阳市、卢氏县将按照试点示范

方案中明确的路径和模式，围绕试点示范重

点任务，进一步落实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改

革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推进试点示范方案的

实施，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试点任

务，为全国主体功能区建设积累经验、提供

借鉴。

2015全国农业机械及零部件展览会在郑州举行

360余家农机企业参展

汝南县29岁小伙胡松林

身患重症 无力治疗

但大多古屋破损严重,修缮保护已成燃眉之急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马如钢孙纪山文／图

焦作新区
寨卜昌村 清代古民居群落全国罕见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4月17日至19

日，由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中国农业机

械化协会和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共同主

办，河南省农业机械化协会协办的2015全

国农业机械及零部件展览会在郑州会展中

心隆重举行。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5万多

平方米，比去年略有增加。参加展出的农

业机械及零部件企业达360余家，汇集了中

国一拖、福田雷沃、中联重科重机、河南豪

丰、河南奔马等数十家覆盖全行业的大型

知名品牌。外资或合资企业中，美国爱科

集团、日本久保田、印度马恒达等十几家企

业参展。

本届展会上，中联重科重机公司携“谷

王”、“耕王”两大品牌，19款技术领先、品质

可靠的绿色农业装备——新型拖拉机、打

捆机、烘干机、小麦收获机、青贮机、玉米收

获机等产品参展。一位专程从滑县赶来参

观的农机合作社理事长说：“俺这次就是专

为粮食烘干机而来的。我们合作社目前最

需要的就是粮食烘干机，有了它再流转几

千亩地也没问题，再也不用担心晒粮的问

题了。中联重科生产的这款谷王DF350低

温混流式烘干机正是我们所急需的！”

河南日报农村版4

月7日、4月14日刊发

西华女孩付静宇患罕

见脑炎求援助的报道后，救助一

个生命的故事在继续。继4月13

日，付静宇收到爱心捐款16.15

万元后，又一笔爱心捐款送到了

小静宇的病榻前。

4月16日，看到本报的报道

后,郑州新国丰商贸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红丽第一时间“献出爱

心”，捐出10万元，其他员工也将

7860元的爱心款委托带给付静

宇。张红丽告诉记者，“最感动的

是公司的一个安装工，捐200元

钱时说，钱虽少但自己身体棒，献

血可以多献！”在张红丽地奔走

下，多个爱心企业家积极响应，广

东万和电器的张峰等人也纷纷开

始募捐，想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帮

付静宇。

“尽微薄的力量,关爱一个需

要帮助的人,是我们企业义不容

辞的社会责任。同时，我倡议全

社会的爱心人士能够伸出援手，

让花季少女重展笑颜。”张红丽对

记者说。

目前,虽然付静宇后续治疗

的费用还有差距，但爱心救助还

在继续，爱心还在传递。读者朋

友，如果您想救助付静宇，可联系

付民征：13460030783。爱心捐

助账户：中国农业银行付民征，卡

号：6228482089068188573。

帮忙记者 杨利伟

电话：13849055760

2015“河南最美村官”
评选启动

中联重科重机展台工作人员在向群众介绍

新产品。 本报记者 杨远高摄

节节麦野燕麦

信阳市、卢氏县
国家主体功能区试点获批

爱心企业家 救助付静宇

寨卜昌村古民居院落完整寨卜昌村古民居院落完整，，房屋破损严重房屋破损严重

破败的古屋大门破败的古屋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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