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0日，孟州市河雍街道东田丈村孟香果蔬合作社的农民在采摘早熟鲜桃。该合作社现已发展大棚桃种植1500余亩，最早上

市的这种鲜桃叫“春雪”，由于采用温棚种植，比普通大田种植的桃提前3个多月上市，每公斤售价达26元。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牛联平摄

孟州 鲜美春桃上市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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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他每年种出来的粮食，够10万人吃一

年。他种地，天上依靠气象卫星，地面借助气

象基站，是全国第一个全面使用气象科技种粮

的农民。”这是“全国十佳农民”之一、鹤壁市淇

滨区聚喜来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唐全合获

奖时得到的评价。

鹤壁市是全国整建制推进粮食高产创建试

点市，该市气象局紧紧围绕当地粮食高产创建

和农村防灾减灾，构建了气象立体监测网，深入

开展专业化、精细化的农业气象服务，全程参与

农业生产，努力实现气象信息的全面覆盖。

从地到天，农业生产的“千里眼”、
“顺风耳”

在鹤壁市淇滨区钜桥镇刘寨村万亩高标

准粮田示范方，一套被栅栏围起的仪器特别引

人注意，它是鹤壁市气象局安装的农田信息监

视系统。这套系统不仅有360度旋转的摄像

头对农作物生长进行24小时监测，还利用星

陆双基监测平台对土壤水分、空气湿度和风速

等要素进行数据传输和分析。

农业气象技术人员在查看实时画面和监

测数据时，如果发现病虫害以及农田土壤水

分、空气湿度等要素达到预警值，就会通过手

机客户端、气象大喇叭等途径及时向广大农民

发布预警信息。

“气象部门在农田里安装了这套设备，实

现了农作物从种到收的可视化监测，为我们科

学种田提供了依据。这些设备是我的‘千里

眼’和‘顺风耳’，这不仅能看见地里小麦的生

长状况，而且地里的土壤温度、湿度等情况都

可以轻松掌握。”唐全合说。

“目前，全市建成了60个农田小气候观测

站，安装了15套第三代农田信息监视系统，实

现了对全市农田气象信息全覆盖。”鹤壁市气

象局技术保障中心主任石俊峰说。

从种到收，农业生产的“保护伞”

2014年5月，农业气象业务人员通过孢

子捕捉仪发现了赤霉病孢子，通过及时发布预

警信息，在全县开展赤霉病防治工作，明显降

低了赤霉病危害，浚县粮食生产基本没有受到

影响。

据了解，鹤壁市气象局在每个乡镇都建设

了一个气象信息服务站，在每个行政村建设一

个气象信息服务点，并配备了1至2名气象信

息员。目前，鹤壁市841个行政村共有气象信

息员1219名，气象信息服务站实现了乡镇全

覆盖。

鹤壁市委书记魏小东称赞：“气象科技为

全市粮食高产创建撑起‘安全伞’，是支撑全市

粮食高产的‘法宝’之一。”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张旭长王彦

东)“就因为我这点儿病，你们又给俺送慰问

品，又要帮俺闺女找工作……”4月21日上午，

在平顶山市湛河区九里山街道飞翔社区张传

福的家，76岁的张传福握住区委组织部工作

人员的手激动地说。

张传福是一名困难党员。他老伴儿无工

作，女儿张燕患有肢体残疾，张燕的女儿周之

涵患有先天性脑瘫等疾病，一家人全靠张传福

一个人的退休金维持生活。尤其是去年底以

来，张传福生病住院，全家的生活显得更加拮

据。去年底，该区将他家列为重点帮扶对象，

除协调民政部门将他家的低保调至最高标准、

组织所在社区工作人员定期上门帮扶外，还安

排张燕到辖区一企业收发室工作，使张传福一

家的生活得到了明显好转。

近年来，湛河区组织基层党委对所辖党组

织的贫困党员年龄、健康状况、经济收入、家庭

负担及致贫原因等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全面了

解掌握贫困党员的基本状况，并根据其家庭收

入、年龄及身体状况等原因，建立管理台账，进

行分类登记造册，采取困有所帮、老有所养、能

有所劳为主要内容的“三有帮扶”举措，进行分

类帮扶，使辖区400余名困难党员家庭生活得

到改善。

困有所帮。针对生活困难的党员，建立领

导干部结对帮扶制度。动员各部门、各单位结

合“进百家门、问百家事、知百家情、解百家难、

暖百家心”的“五百”活动，进村、进社区、进企

业，全面进行济贫帮困。针对困难党员，该区

还明确规定“七一”、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期

间必访，住院生病必访，遭遇天灾人祸必访，及

时了解掌握这些党员的家庭生活状况和存在

的困难，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解决。

老有所保。结合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农村

五保户集中供养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救助措

施，把贫困党员的帮扶纳入整个社会保障体系

之中，做到应保尽保、应免全免。同时，依托各

基层党群服务中心（站），成立党员志愿者帮扶

队，定期对生活困难的老党员进行上门帮扶。

据统计，截至目前，该区已累计有320名符合条

件的贫困党员享受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300

余名贫困党员享受了各类减免。

能有所劳。对生活困难的党员进行家政

服务、物业管理等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落

实一些畜牧养殖等投资少、见效快、风险小的

项目，增强他们的创业能力。同时依托湛河组

工微信公众号、湛河党建手机报、党建QQ群

等平台和各村（社区）书屋、宣传栏等载体，为

他们提供招聘信息、普及科普小知识等，拓展

他们的就业门路。

据统计，今年以来，该区免费培训贫困党

员750余人次，开展爱心服务1200余人次，累

计为困难群体提供就业岗位189个，60余名贫

困党员通过创业脱贫。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4月22日，记者

从省公安厅获悉，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政法

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公安厅、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等9个部门联合举办的

“忠诚颂——第三届河南公安‘十大忠诚卫

士’”评选活动从22日起开始投票。

第三届河南公安“十大忠诚卫士”评选

活动自今年初启动，各市县联合评选成员

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和程序进行了前期推

荐，经省组委会审核，最终确定60名正式候

选人。

据悉，投票时间从4月22日上午10时

持续到26日24时，群众在此期间可登录新

浪河南、腾讯大豫网、大河网、映象网的“第

三届河南公安‘十大忠诚卫士’评选专栏”，

浏览候选人事迹，并为您喜爱的候选人投

上宝贵一票。

投票活动结束后，组委会将根据群众

投票结果，审核并最终评选出10名第三届

河南公安“十大忠诚卫士”和10名提名奖进

行表彰。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4月22日，大河

网与平顶山学院合作共建签约暨揭牌仪式

在平顶山学院举行，双方将联合打造“大河

网-平顶山学院新媒体发展协同创新中

心”，并成立“大河传媒学院”。

此次大河网与平顶山学院进行的共建

合作，将围绕学术交流、项目研究、实习就

业、采风实践等内容进行全方位的互动合

作。双方都将开放全部资源，实现大河网

与平顶山学院的无缝对接。大河网将接纳

平顶山学院的教师到大河网挂职锻炼，接

纳平顶山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到大河网实习

就业。

据了解，自2015年以来，大河网积极

探索与省内各高校的校网合作共建模式，

开发出了一条与各高校深度互动、资源共

享的校企合作新模式。下一步，大河网将

以与各高校的签约为契机，不断创新合作

理念，走出一条新媒体校网合作的新道路。

本报讯（记者张舒娜 通讯员孙露）4

月17日，洛阳鑫宏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成功挂牌上市，

成为汝阳县当周在上交所挂牌上市的第二

家企业，西泰山风景区也是洛阳市上市的

第一家4A级景区。

西泰山景区距洛阳市南120公里、郑

州市西240公里，毗邻焦枝铁路、连霍高

速、南洛高速和二广高速。该景区地处伏

牛腹地，独特的地质条件形成了群峰峻秀、

怪石嶙峋、山高沟深、飞瀑奔腾、森林茂密、

杜鹃争艳的壮美自然景观。自2002年起，

每年4月25日～5月10日这里都要举办杜

鹃花节，叫响了“洛阳看牡丹，汝阳赏杜

鹃”、“寻根在河洛，颂祖西泰山”的旅游品

牌。

据了解，2012年9月，吉林省鑫磊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与汝阳县签约并进驻西泰

山。按照约定，该公司将投资7亿元把西泰

山风景区建设成国家5A级景区。之后，鑫

磊集团注册成立洛阳鑫宏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并全面负责西泰山景区的建设、管

理、经营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投资2.65

亿元，对景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

设，基本建成了集观光、休闲、度假，养生、

养老、康复和文化传承于一体的特色景区，

被列入洛阳南线旅游和河南伏牛山生态旅

游的重要景点之一，并于2014年被国家旅

游局批准为4A级景区。
鹤壁市气象局

为粮食高产撑起“安全伞”

困有所帮 老有所保 能有所劳

平顶山市
湛 河 区“三有帮扶”温暖困难党员家庭

第三届河南公安
“十大忠诚卫士”开始评选

大河网牵手平顶山学院

洛阳市

西泰山景区挂牌上市

□本报记者艾德利通讯员李雯

南水北调京豫农业对口协作活动在淅川举行

让更多河南农产品端上北京人餐桌

丹江鱼、香菇饼干、五彩花生……4月

22日，南水北调京豫农业对口协作活动在

淅川县举行，种类齐全的优质生态农产品

一亮相，就赢得了参观者和产品采购商的

青睐。

北京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的副总经理张

开说：“今天我们来都抱着很大的热情，希望能

把河南的农产品推到北京这个大市场上去。”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

的农产品陆续进入北京市场，并享受到一定的

优惠政策。淅川竹博园有限公司开发的辣木

面、辣木胶囊在北京市场已经小有名气。该公

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依托优惠政策对接着

北京朝阳区十几家超市，除了柜台是免费的，

税也是不收的。

“根据协议，北京市农业局将根据水源地

农业产业与农业企业发展需求，加强合作发

展，搭建沟通交流、信息共享和投融资平台，实

现优势互补，双方将共同促进水源地改善生态

环境，发展生态型特色产业。”北京市农业局局

长马荣才如是说。

本次活动时间为4月22日~23日，以“产

销对接、项目洽谈、京豫互动、合作共赢”为主

题，主要内容有产品与项目征集、产品展示、签

约仪式、培训会及现场考察等。来自北京市的

24家采购商和南阳、洛阳、三门峡、邓州4市的

70多家供应商参加了产品对接活动，参展产

品包括乌鸡蛋、丹江鱼、食用菌、大闸蟹以及食

用油、调味品、酱卤制品、蜂蜜制品等200余个

品种。

目前，水源地淅川县已形成仓房柑橘、毛

堂茶叶、九重金银花、金河和老城竹子、马蹬和

西簧薄壳核桃、盛湾软籽石榴、香花玫瑰、厚坡

芦笋、上集和金河有机蔬菜等生态产业发展格

局，建成了以源科生物科技农业示范园、有机

果品基地、有机小麦基地、玉米基地、丹江缘茶

叶基地、金戈利生态休闲农庄等一批生态农业

示范基地，专门生产绿色有机农产品。

淅川县县长赵鹏说：“作为南水北调中线

渠首和核心水源地，我们以水质保护为主线，

以培育生态产业集群为目标，按照‘生态经济

产业化，产业经济生态化’的思路，积极发展绿

色生态农业，提升生态产业发展水平。不仅保

护了京津人民的‘大水缸’，而且让农民端上了

‘绿饭碗’。”

□本报记者赵川曹国宏通讯员高帆

26年，累计行走29200公

里，消除安全隐患68次，负责

的3.2公里铁路没有出现一次

安全事故。这一串串数字背

后是他对工作的执着和坚守，

也有人说这是一个人的“长征

路”，他就是铁路总公司郑州

铁路局新乡桥工段长东黄河

铁路特大桥巡守工——陈忠

印。

4月21日，在“2014年感动

交通十大年度人物”的评选中，

陈忠印被评为2014年感动交通

十大年度人物。4月22日，从北

京载誉归来的陈忠印告诉记者：

“我是一名普通的铁路桥梁工

人，我做的都是我分内的工作，

我的荣誉属于所有奋斗在中国

11万多公里铁路线上的干部职

工。”

陈忠印是这么说的，更是这

样做的。长东黄河铁路特大桥

是新菏线的咽喉，晋煤外运出海

口的关键通道。大桥上下行全

长23.4公里，曾有着“亚洲第一

铁路桥”的美誉，陈忠印就负责

着大桥上钢桁梁部分3.2公里的

巡守工作。

“3.2 公里的线路，6824颗

螺栓，512个防爬器，1701根木

枕，一个都不能少！”对责任范围

内的设备，陈忠印如数家珍，发

现有疑似松动的螺栓，他就要立

即俯身拧紧。“这些小东西可是

关乎生命安全的大事，要时刻注

意。就像人一样，手上破了个皮

儿可能是小事，但要是不管，发

了炎，可能整个手指头都得截

掉。”

陈忠印说，每天看着一趟趟

火车开过去，心里都有一种强烈

的责任感，是责任感促使他在桥

上巡查时，每米、每处，甚至每毫

米都不放过。

此次荣获2014年感动交通

十大年度人物后，陈忠印没有在

北京多作停留，回到了他心心念

念的工作岗位，他说：“今年我

59岁，马上就要退休了，但只要

在桥上待一天，我就会像爱护自

己孩子一样爱护大桥！”

◀上接第一版

保留的加分项目和加分分

值是，可在统考成绩总分基础上

加20分投档的考生有：烈士子

女；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含）

以上或被大军区（含）以上单位

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可在

统考成绩总分基础上加10分投

档的考生有：自主就业的退役士

兵；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

台湾省籍考生、侨眷、港澳同胞

及其眷属(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和省“百人计划”的海外高层次

留学人才的中国籍子女，参照此

条执行。)；可在统考成绩总分

基础上加5分投档的考生有：少

数民族考生；2012年12月31日

（含）之前迁至移民安置区的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移

民考生。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以上加

分规定不累加计算，即同时享受

两种以上可以加分投档的考生

只按加分较多的一项计算，最多

不超过20分。

新政三
规范高校自主招生行为

今年，各普通高校要完善

招生章程，将涉及考试招生的

相关事项，包括标准、条件和程

序等内容，在招生章程中详细

列明。各高校可通过聘请社会

监督员巡视学校测试、录取现

场等方式，对招生工作实施第

三方监督。并且，从今年起，所

有试点高校自主招生考核全部

安排在全国统一高考结束后、

高考成绩公布前进行，高考前

不得以任何形式开展与自主招

生挂钩的考核活动，自主招生

计划不得占用试点高校已公布

的招生计划。

◀上接第一版

农村学生单独招生（高校

专项计划）申请考生及其父母

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为国家连

片特困地区重点县、国家扶贫

开发重点县和省定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国家专项计划”确

定的38个县加上15个省定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考生本人

须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

和当地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实

际就读、符合2015年统一高考

报名条件。

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

生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申

请考生具备以下三项之一的均

可报考：考生户口簿上载明户

别为农业的；考生具有县（县级

市）连续3年以上户籍和当地

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实际就读

的；其他政策规定为农村考生

的。

问：三项“专项计划”具体招

生办法和工作流程是什么？

答：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

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单设批

次，执行本科一批分数线。国家

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录取批

次安排在本科提前批结束后、本

科一批开始之前；地方专项计划

录取批次安排在本科一批结束

后、本科二批开始之前。省招办

按照高校专项计划120%的比

例投档，高校在提档线上依据考

生投档总分和专业志愿顺序录

取。未完成计划公开征集志愿，

征集志愿仍完不成的可降分录

取。

参照自主招生录取的“高校

专项计划”资格合格考生志愿设

置在本科一批，可以填报1个相

应自主招生高校志愿；“国家专

项计划本科批”、“地方农村专项

计划本科批”第一志愿可以填报

1个高校志愿、1~5个专业和是

否同意调剂（专业）；第二志愿为

平行志愿，可以填报1~4个高

校志愿，每个高校志愿可以填报

1-5个专业和是否同意调剂（专

业）。

问：农村学生单独招生（高

校专项计划）的具体报名申请

及公示、考核时间是如何安排

的？

答：4月15日前，省级教育

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本省（区、

市）确定的实施区域，有关高校

公布招生简章。4月15日至5

月 5日，考生在阳光高考平台

（http://gaokao.chsi.com.cn/

gxzxbm）完成报名申请。5月

30日前，完成考生户籍、学籍资

格审核并进行公示，有关高校完

成考生申请材料审核。6月3日

前有关高校确定参加学校考核

考生名单并进行公示。高校考

核、确定入选资格考生名单等工

作在高考后、高考成绩公布前进

行。

问：报考专项计划会不会影

响本科一批的录取？

答：因为我省是知分填报志

愿，所以考生如果申请了国家专

项和高校专项资格，在正式填报

普通高招志愿时，可以根据自己

的成绩情况选择填报，如果国家

专项或高校专项未录取，不会影

响本科一批的录取。

面向农村考生的
三项“专项计划”是啥

一个人“长征”26年
黄河铁路特大桥巡守工陈忠印当选
“2014年感动交通十大人物”

□本报记者焦莫寒

考生不得自带文具
多个加分项目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