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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青通讯员冯真真）想

踏青、赏花的朋友们，不妨到郑州绿博园一

游！郑州绿博园第五届问花节邀您来赏

花，从即日起一直持续到4月24日。花展

活动分为五大板块，梅花展、樱花展、牡丹

展、海棠展、郁金香展。

问花节期间，还推出美女花神、绚丽花

海、萌宠动物秀、花田音乐会等众多好看

的、好玩的活动。除了形态各异的花神造

型雕塑外，集舞蹈、花艺于一体的花神迎宾

带给人超强阵容的赏花新体验。问花节活

动期间，还特邀请省内民间动物表演艺术

团，为广大游客呈现一场精彩绝伦的“萌宠

表演”秀。此外，绿博园邀请了专业人士前

来演奏。琵琶、古筝、长笛或大提琴在问花

节主展区进行现场独奏，精湛的琴艺、悠扬

的音乐，将给大家送上一场有情调的赏花

游。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楚冰万

继玺）近日，荥阳河务局“维修养护危险作

业保护器”研制成功，并荣获河南河务局

2015年度科技火花奖一等奖。

“维修养护危险作业保护器的研制成

功，不仅提高了日常作业的工作效率，更为

我们的人身安全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荥阳

河务局水利养护职工刘玉民说。在以往的

水利维修养护作业中，由于坦坡又陡又滑，

在其上面从事维修养护工作时，极易发生

跌落滑倒等安全事故。尤其在从事水尺校

测或根石探测工作时，稍有不慎就会出现

滑入河中的危险，给广大水利养护职工的

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为解决这一难题，荥阳河务局深入实

地考察研究，参考汽车安全带工作原理，研

制出使用半径大、灵敏系数高、安全系数大

的维修养护危险作业保护器。该器具由上

下挂钩、尼龙绳、壳体、棘轮、钢带、棘爪、钢

丝绳等八部分组成。使用起来安全可靠，

经久耐用，携带方便，实用性强。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冯二帅）3

月29日上午，禹州市朱阁镇纪委副书记李红

阁准备下村了解三资管理情况，离开办公室

时，李红阁将办公室门旁悬挂的“工作状态公

示牌”做了调整，把自己行踪调到“外勤”一

栏。

“干部在不在，看看公示牌。”干部、群众

到该市纪检监察部门办事，不用东奔西走，四

处打听，只要看看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

公示牌”，就可以清楚了解所找工作人员的去

向，避免不必要的等待。

近年来，禹州市纪委为了进一步转变纪

检监察干部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推出“工作

状态公示牌”制度。在全市纪检监察系统机

关科室门外显眼处悬挂“工作状态公示牌”，

公示科室干部姓名以及干部的“在岗、外勤、

请假”三种状态。此项制度明确要求机关干

部在上班期间只要离开办公室，或到市直各

部门办事，或下乡，或参加会议等，必须及时

更新去向。

为使公示牌制度落到实处，该市纪委不

定期抽查公示情况，对公示情况标注不真实

的，及时批评纠正。同时，完善机关会议、请

销假、业务汇报等制度，严肃机关纪律。

“工作状态公示牌”的实施，既方便了群众

办事，又促进了纪检监察干部工作作风好转，

同时，进一步完善了机关的工作制度、考勤制

度、学习制度。落实了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

制、限时办结制等制度，大力开展机关效能建

设，树立了纪检监察干部良好形象。

该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王慧敏告

诉笔者：“纪检监察干部工作状态公示制度，

一方面严肃了工作纪律，实现了内部约束与

外部监督的有机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

能；另一方面方便了服务对象，提高了办事效

率和透明度。”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

凌）“春暖花开备耕忙，春耕科技红包

真是强，解了种养新难题，增产增收有

保障。”这几天，沈丘县周营乡组织的

科技助农小分队，携带春耕科技大红

包，分赴全乡20个村，进大棚，走果园，

向当地农户传授优质高产种粮、无公

害瓜果栽培等现代农业科技技术，深

受群众欢迎。

据了解，该乡组织农业服务中心

的20余名专业技术骨干组成农技人才

咨询团，集中利用一个月时间，深入到

辖区各行政村、田间地头开展“流动送

学”，以设施生态高效农业种植、优质

果苗、反季节蔬菜管理等农业实用技

术为培训重点，对全乡村级“两委”干

部、大学生“村官”、党员群众进行面对

面、手把手、“零距离”培训指导。让农

民种田无忧，尽早致富奔小康。

截至目前，该乡农技人才咨询团

已开展集中培训20场次，培训干部群

众 800 余人；赠送技术手册、“口袋

书”、“明白纸”620余份（册），免费向困

难户发放价值6000余元的优质农资

产品。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乔连军）

“王教授，我的大棚黄瓜近几天生了黄斑病，

不知啥原因，又该怎么防治？”“大棚黄瓜生

黄斑病一般由两个原因引起：一是病菌原

因。二是大棚上的雾水滴在叶片上引起。

防治方法就是喷打托布津、百菌清等药物，

还要做好大棚的通风放气和掌握好大棚温

度。”这是3月31日，蔬菜专家王教授在商水

县白寺镇人口学校的“农家课堂”上为群众

解答大棚黄瓜病害防治技术。

自3月份以来，白寺镇计生协在全镇实

施“农家课堂”培训工程，他们以人口学校、

文化大院为阵地，聘请有关农业科技专家教

授和当地致富能手定期不定期地为全镇群

众举办“农家课堂”培训班，向群众传授种

植、养殖、棚菜、食用菌等生产技术。为便于

群众现场学习，计生协实行点菜式培训方

法，群众需要学习什么技术向计生协提出，

计生协便派技术人员上门传授技术，他们有

时把“农家课堂”搬到养猪场或者菜棚里，让

群众边学习边实践，既省时省工，又易学易

懂，很受群众欢迎。

该镇“农家课堂”培训工程实施以来，已

成功举办培训班6期，培训群众600多人。

禹州市“公示牌”晒纪检监察干部行踪

荥阳成功研制水利维修
养护危险作业保护器

沈丘县周营乡

科技红包
解种养难题

商水县白寺镇

“农家课堂”搬到菜棚里

郑州绿博园问花节
邀您观舞赏花

本报讯（记者黄华 实习记者王琦 通讯

员盛德劭）春耕时节，在平舆县十字路乡兴

起一股争聘“科技家教”热，乡农技中心14

名技术人员和100多名“土专家”，被农民争

相抢聘。

近年来，该乡农民加快了农业发展方式

转变，积极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不断引进新

品种、新技术。但很多农民对新品种、新技

术了解不透，“技”不从心，直接影响了农业

技术的推广普及，延缓了经济的快速发

展。为解决这个问题，该乡组织14名农技

中心人员和100多名获得过农业技术职称

的农民“土专家”，让他们与农户双向选择，

自愿结成对子，积极提供和传授农业新技

术、新知识，诊治新品种种植过程中出现的

各种疑难杂症。各村还以农民“土专家”、

科技示范户、特色种植大户为骨干力量，建

立了各类种植试验示范园区，请农民到示

范园区观摩学习取经，接受“土专家”传技

授课，开展种植与管理等实用技术的培训

和传帮带。

今春，该乡农民通过“科技家教”开展农

业技术传帮带，特色种植业得到快速发展，

已种植设施农业400亩，中药材种植600

亩，各类间作套种4700亩，落实高淀粉红薯

种植面积2300亩。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王珺）“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工作说白了就是要花心思做好美

丽乡村建设。只要工作是对路的，是切实为

群众自身利益服务的，老百姓还是非常拥护

和积极参与的！”4月1日，正阳县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工作推进会上，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中取得显著成效的

彭桥乡党委书记刘嫒玲在会上作典型发言时

说。

今年以来，正阳狠抓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工作和美丽乡村建设，全县各乡镇高度重视，

各显其能，积极谋划发展思路和整治亮点，在

不断总结积累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克服不足

和存在问题，加大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投入

和治理。建立健全村环境卫生组织管理、资

金投入、保洁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及督导考评

五项工作机制。重点完善垃圾池、垃圾桶、垃

圾箱等基层设施建设。立足长远和整治成

效，注重乡村文化墙、乡风文明宣传栏等宣传

设施的打造，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

性，着力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实现干净、整洁和

美观。

为全面推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该

县不断加大县乡财政投入和资源整合，设立

专项资金投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一步完

善农村环保基础设施，注重做好全县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的点、面工作，突出亮点、特色和

优势。重点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达标村和

示范村建设，实现农村保洁制度常态化、规范

化。并通过多种形式载体，加大宣传力度，切

实提高广大群众对优化美化环境的知晓率和

参与度，充分增强广大群众保洁和维护环境

卫生的主体意识。该县相关部门紧密配合，

协调推进，确保全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

的常态开展和集中整治。并采取明察和暗访

相结合、评选与创新相结合、县考核与市检查

相结合等方式，严格落实市县考核办法，强化

督导考评，严格落实奖惩。

“我们致力于全县的美丽乡村建设和农

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切实做到工作下

沉，抓细抓长，真正把全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工作打造成造福正阳人民的民心工程，切实

增强广大群众的幸福感！”正阳县委书记刘艳

丽如是说。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

员王为峰）3月31日，由山东省沂

南县工商联合会、禽业健康发展

商会及相关重点企业负责人10

余人组成的考察团，到台前县考

察对接羽绒产业。

沂南县拥有“全国鸭业生产

加工第一县”美誉,肉鸭养殖基地

和生产加工企业遍地开花，在科

技推动下，实现了鸭产品精深加

工，鸭产品下脚料原毛，源源不断

流入台前，占了台前羽绒原料市

场的1/3以上。

在随后召开的羽绒产业上下

游健康发展研讨会上，沂南、台前

两地企业家围绕羽绒产业发展纷

纷发表见解，并就羽绒购销订单、

规划建设养殖基地、投资建设肉

鸭屠宰场等达成合作意向。

“台前县将围绕拉长产业链

条做文章，和沂南搞好在养殖、屠

宰产业方面的合作，打造台前完

美羽绒产业链，并同步加强羽绒、

机动车配件等方面的合作，争取

更大的发展空间，探索出一条通

过招商引资加速脱贫奔小康的新

路子。”台前县羽绒产业领导小组

负责人王天陆说。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杨国栋）3月29日，在位于宝丰

县李庄乡程寨沟居委会的平顶山

姚孟发电责任有限公司粉煤灰储

灰池中，该公司组织的近300名

职工挥镐舞锨、封土浇水栽植

“107抗碱性速生柳”。

“这个占地2000多亩的粉煤

灰储灰池，是1985年姚孟电厂选

址到我们程寨沟居委会两山中间

筑起大坝建成的，目前粉煤灰的

储量在3000万立方米。”在植树

现场，程寨沟居委会党支部书记

姬国欣说，后来随着姚电发电量

的增大，注入储灰池的粉煤灰也

越来越多，大坝也加固提高了好

几次。现在，随着季节风向的转

变，粉煤灰随着大风漫天飞舞，遮

天蔽日，周围的村庄全部笼罩在

灰茫茫的“白雾”中，严重影响了

周边龙池村、外口村、姬家村、程

庄村和程寨沟居委会5个村近

5000名群众的生产生活。

“在企业发展的同时，我们也

清醒地认识到‘既要金山银山，更

要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平顶山

姚孟发电责任有限公司安全环保

部副主任刘松洋告诉记者，企业利

用回水池中的水源，在储灰池中铺

设了2.2万多米的主管道、分支管

道进行喷淋降尘，1998年在靠近

大坝的地方引进试种了10万棵

“107抗碱性速生柳”，2013年、

2015年又种植了9万棵“107抗碱

性速生柳”。目前已在大坝附近建

起了1万平方米的绿色防护带。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

员左力）“村党支部书记作为党的

最基层的干部，是各级党委、政府

决策的最终落实者，必须牢记使

命、立足实际，把各项目标任务执

行好、贯彻好、落实好。”3月28日，

在唐河县委党校，全国劳模、郭滩

镇李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怀玉面对

525个行政村（社区）党支部书记

和90个贫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讲

出了这样一句发自肺腑的话。

李怀玉的事迹在本报刊发

后，唐河县委书记李德成作出批

示，要求全县党员干部开展向李

怀玉同志学习活动。“李怀玉同志

的事迹，很有先进性、时代性、典

型性，体现了‘三严三实’和‘两学

一做’的要求，唐河基层群众需要

这样的带头人，唐河农村党支部

需要这样的好班长，唐河基层党

建需要这样的奠基石。李怀玉同

志是全县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代

表，为全县党员干部树立了标

杆。”李德成说。

为进一步加强村级干部队伍

建设，充分发挥村党支部书记在

村级组织中的“领头雁”作用，提

升村党支部书记队伍整体素质和

履职能力，唐河县对全县村（社

区）党支部书记开展集中培训，李

怀玉为全县村党支部书记授课成

为最大亮点。

平舆县十字路乡

农民争聘“科技家教”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增强群众幸福感正阳县

台前牵手山东沂南

要打造完美羽绒产业链

宝丰县李庄乡程寨沟

储灰池中建起绿色屏障

唐河县

掀起学习李怀玉热潮

孟州 粉嫩春桃挂满枝
4月5日，孟州市河雍街道东田丈村大棚里果农在忙着给春桃套袋。目前，该村200多亩大棚春桃挂满枝头，长势喜人，预计4月下

旬可上市。 赵春营摄

4月3日,在洛宁县小界乡熬庄村农田里,农民在趁墒进行田间管

理。去冬今春干旱少雨，前天降下的一场春雨有效缓解了旱情,该村

群众纷纷来到田间,开展以趁墒覆膜、中耕锄草为中心的田间管理。

本报记者 杨远高通讯员李中灿 摄

3月31日，投资5.43亿元的引岳入安二期工程举行开工仪式。引岳

入安二期工程PPP项目属于我省第一批PPP示范项目，是安阳市2016年

度的重点项目，工程包括引水工程和蓄水工程及市区9.5公里亲水平台建

设，整个工期两年，工程竣工后，每年可将7300立方米优质水源从河北省

岳城水库引入安阳市区，将改善安阳市水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 孟红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