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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化耕作跃立前沿唐河

中原粮仓的唐河担当中原粮仓的唐河担当
系列报道之八系列报道之八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金少庚左力

5月25日，麦收正酣。在唐河县16万亩

永久性高标准粮田示范方里，5架植保无人机

喷洒着秸秆腐熟剂，3台全还田防缠绕免耕施

肥播种机正在有序地进行着粉碎、灭茬、开

沟、施肥、播种等多道工序，百余家农业合作

组织的理事长赶来看新鲜。

这是唐河今年组织的第8场高标准新机

具推广演示会。“这次运用的新农机和新技术

让我们看到新型农机的‘作业魅力’，让我们

对新型农机有了更高的需求。”祥宏农机专业

合作社的理事长焦强看着正在工作的新型农

机告诉记者。

“作为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致力于打造

中部地区最大的农机生产基地和全国农业全

程机械化示范县，是唐河以农业机械化推动

农业现代化、建设中部地区现代农业示范区

的必然选择。所以我们要通过推进农业生产

全程机械化提升现代农业生产水平。”唐河县

委书记李德成说。

推广演示，示范引领。如今，唐河通过新

农机和新技术推广演示，让能人大户和专业

合作组织感受装备潜能，感知先进技术，使购

进先进机械成为全县2090家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新常态。“高标准新机具推广演示会不仅

推动了5000亩保护性耕作技术和6万亩深松

技术及推广体系建设，而且带动了我县农机

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副县长马俊宏告诉记

者。

由农机消费大县迈向农机生产大县，是

唐河的全新定位。县里在新农机的研发和应

用方面，建立以农业机械研发、生产、销售、服

务等为主体的3平方公里的农机产业园，为推

动农机产业发展搭建了平台。平台的诞生，

不但催生了唐河农机企业加速成长，也吸引

了众多知名农机巨头前来抢滩。包括亚澳农

机、向阳红农机、大华农机等11个投资逾20

亿元的农业机械制造项目已扎根唐河，这些

项目的建成投产填补了南阳农业大市无大型

农机制造的空白，对提升整个唐河的农机装

备水平，推进和加快唐河及周边地区农业现

代化步伐起到巨大的作用。在去年的全国农

机博览会上举办的“河南唐河农机制造产业

园招商推介会”上，唐河农机产业园“立足唐

河、面向中部、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产业优

势初露峥嵘。

农机产业这块蛋糕之所以能做大，不仅

因为唐河巨大的市场需求，还得益于唐河农

机补贴向种田大户倾斜的新政。

补贴给力，“补”足动力。唐河优先补贴

高端农机、大型农机、新型农机，把11大类33

个小类86个品目新型农机具列入补贴范围，

对深松机、免耕播种机、水稻插秧机等粮油生

产关键环节的部分农机具进行敞开补贴。同

时，实行“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县级结算、直

补到卡”的操作程序，并严格执行农机购置补

贴操作流程，实行一站式办公，为农民提供规

范便捷的服务。

除政策激励之外，“机艺融合”模式也是

唐河全程机械化的一个标准动作。唐河积极

构建农科教、管推用紧密配合的工作机制，制

定科学合理、相互适应的机械化农艺体系、作

业规范和质量标准，培育适于机械化作业的

作物良种，年培训农机从业人员1000人次以

上，组织引导农民统一作物品种、播种时令、

行距行向、施肥和植保，为机械化作业创造条

件。

农机领跑，耕作省力。据悉，全县农机总

动力达到240万千瓦，农业机械总值13.9亿

元，拖拉机拥有量16.3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

机6350台，配套农具39.6万台（套），创建农

机合作社176家，合作社拥有各类农业机械达

5.8万台(套)，实现土地流转16万亩，其中4家

荣获省部级示范社、12家荣获省级平安农机

示范社、10家荣获市级示范社。主要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86%以上，小麦基

本实现生产全程机械化，玉米机收率达75%

以上，玉米秸秆还田率达80%以上，实现了农

机合作社乡镇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马丙宇）5月

31日，新乡市卫滨区姜庄街小学

的校园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姜庄街小学、回民小学联合举办

的首届“游戏嘉年华·快乐嗨翻

天”为主题的游戏节活动开幕，在

儿童节前夕2000多名孩子体验

了一场意义非凡的节日活动。

据了解，游戏节共设有两个

会场，在主会场姜庄街小学校园

里，经过精心设计的43个体验

游戏项目等待孩子们体验：狂

野类游戏“枕头大战”吸引了众

多小朋友的参与，他们玩得不亦

乐乎，释放着自己的活力；角色

扮演类游戏“白衣天使”“哈利波

特”以及劳动体验游戏“小小搬运

工”“小木工”等都能让孩子们通

过游戏获得丰富的体验，在创意、

社交、体能、智能、情绪管理多方

面获得发展。学校全体老师和

180名家长志愿者是孩子们游戏

的全程服务者，为孩子们得到快

乐又安全的游戏体验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田明）5月30日，记者从

省教育厅获悉，省学生营养办于近期分两

组就我省营养改善计划供餐情况和食堂

建设情况进行了督导，目前，我省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供餐仍是以课

间加餐和提供完整午餐模式推进。截至

2016年4月底，我省9454所学校中共有

3977所学校为学生提供完整午餐，占学校

总数的42.07%。

据了解，我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食堂建设项目从2011年起，

中央财政2011年、2012年、2013年三年

累计安排河南食堂建设资金35.31亿元支

持我省农村中小学食堂建设，三年省级财

政配套资金5.27亿元。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食堂建设项目全省根据资金

分配情况共规划7918所，其中中学1544

所、小学6362所、特殊教育学校12所。截

至2016年4月底，全省学校食堂完工共有

7259所，占总规划数的91.68%。

“70岁以上老人全年免费游三门峡

市陕州区地坑村。”5月26日上午，在三

门峡市国际文博城举办的第四届特色商

品博览交易会上，一楼陕州地坑村展区

人员在热情地向过往游客介绍。看“黄

河三门峡，美丽天鹅城”，住“民居活化

石，陕州地坑院”成为当地旅游业新热

点。

本报记者王侠王姝摄

5月26日，在三门峡市国际文博城举办的第四届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上，“一带一路”国际商品专区的印度商人Naseem（左一）通过翻

译向顾客介绍：“橄榄木餐具600元一套，印度花梨木椅子500元一个、桌子2000元一张。”她高兴地说，他们带来的纯实木家具、皮草、银器、

羊毛制品等，品质优良、价格低廉，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中国各地的回头客。扰了解，此次特博会为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等“一带一

路”沿线的12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展位。 本报记者 王侠 刘景华 摄

我省3977所学校
提供完整午餐

新乡市卫滨区

小学生游戏节中欢度“六一”

让您家门口买到高品质洋货

70岁以上老人
免费游三门峡地坑村

三门峡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影像

6月3日，在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省政

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15年河南省环境

状况公报》和近期环境保护重点工作进展情

况。省环保厅厅长李和平说，总的来看，全省

环境质量状况有所改善，但生态环境保护形

势仍然严峻、任务依然繁重。

去年全省省辖市空气质量中污染

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

2012）标准中PM2.5、PM10、二氧化硫、二氧

化氮、一氧化氮、臭氧六项因子进行评价，河

南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首要污染物为

PM2.5。

公报称，2015年省辖市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级别为中污染，信阳空气质量全省最好，为

轻污染，其他17个省辖市均为中污染,18个

省辖市PM10和PM2.5均超国家二级标准。

省直管县（市）环境空气质量级别为轻污染，

其中永城、鹿邑、兰考、邓州、新蔡、长垣、固始

为轻污染，巩义、汝州、滑县为中污染。

“我省2015年纳入京津冀大气治理协

作区域后，京津冀及周边相邻省份颗粒物年

均浓度均呈下降趋势，唯独我省不降反升，

与2014年同比上升0.75%，大气质量改善

的幅度严重滞后。”李和平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

省辖海河流域重度污染

按21项监测因子对地表水环境质量进行

评价，全省去年地表水水质为中度污染。其

中，省辖海河流域为重度污染，淮河流域为中

度污染，黄河流域为轻度污染，长江流域为良

好。淮河流域中，洪河、清潩河、贾鲁河、双洎

河、黑河、惠济河、包河、沱河水质级别为重度

污染。黄河流域中，黄河干流、伊河水质级别

为优；洛河水质级别为良好；宏农涧河、蟒河、

沁河、天然文岩渠水质级别为轻度污染；金堤

河水质级别为中度污染。海河流域中，淇河

水质为优，卫河、共产主义渠、汤河水质为重

度污染。

我省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池水质总体良

好。信阳、驻马店、三门峡、许昌、鹤壁、周口、

南阳级别为优，郑州、开封、新乡等11个城市

为良好。与上年相比，周口、南阳水质级别由

良好变为优，其他16个省辖市水质级别无变

化。

今年治污更严让违法者付不起代价

通报称，2015年，我省以贯彻环保新法新

规新标为抓手，严厉查处了一大批未批先建、

违法排污、超标排污以及检测监控数据造假等

各类环境违法案件。据统计，去年全省共立案

环境行政处罚案3553起，罚款金额338838万

元，分别是去年的132.2%、328.4%。

今年将坚持“督政”与“查企”并举、“严

打违法”与“规范执法”并重，铁腕执法，截至

目前，已对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和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因环保问题行政处理

89 人，约谈县市政府、部门、企业 256 家

（次），通报批评413家（次）；全省环保部门共

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1023起，罚款金额

5847.44万元。

我省通报2015年环境质量状况

大气质量改善幅度严重滞后
□本报记者王志昭

三门峡市“一带一路”国际商品专区

◀上接第一版 从党报客户端的发展现状、

未来趋势、优势与特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

析。《新华日报》副总编辑、新华报业传媒集

团融创区总裁张晓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

总编辑曹轲，河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李恕佳，大众报业集团编委、《大众日报》记

者部主任王金龙，“上海观察”编辑中心主

任秦红等党报集团和党端有关负责人和嘉

宾主持人、《中国记者》主编陈国权一起，围

绕“党报客户端，融媒时代的创新与发展”

这一主题，结合各自媒体实践，畅所欲言。

通过真诚而热烈的交流，“金水河”客户

端与“新湖南”、“南方+”、“上海观察”、“交汇

点”、“在河北”、“新锐大众”、“山西日报”、

“川报观察”、“辽宁日报”、“动向新闻”、“理

论头条”、“江西手机报”共13家省级党报客

户端达成了坚守、融合、创新、合作等共识，

进一步明确了党报客户端的发展路径。

上线仪式上，人民日报媒体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

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各省辖市和50多

家省直单位和金水河客户端签订了入驻合

作协议。通过强强联合，将为媒体融合提

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首届党报客户端发展
高峰论坛”在郑举行

◀上接第一版 唱响主旋律、弘扬

正能量，做好“航向标”、用好“定

音锤”，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凝聚

力量。

两份批示在首届党报客户端

发展高峰论坛上引起强烈反响。

副省长张广智在讲话中说，

传统媒体主动借助新媒体优势，着

力打造移动互联网上的主流媒体平

台，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行动自觉，更

是履行自身使命的内在要求。

融媒时代，党报客户端的发

展优势及瓶颈在哪？党报与客户

端如何实现此长彼长？党报客户

端如何实现盈利？这些问题备受

业界关注，一场思想的盛宴就此展

开。在“首届党报客户端发展高峰

论坛”上，大腕云集，高论迭出。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尹明

华带来了“成败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谈党报客户端的对应关

系”的主题演讲。他指出，党报客

户端是端非报，不能用办报的方

式做端，做内容时应该是依需定

供，从内容为王到理解为上，最终

做到接受为王。

湖南日报社社长蒋祖烜认

为，要把党报积累的政治优势、内

容优势，有效转化为新媒体的影

响力，离不开创新发展，从定位、

机制体制、内容和人才培养等方

面都要加快转型脚步。

“融合发展不能丢了魂。”环

球时报副总编辑谢戎彬在演讲时

说，坚定正确的立场和主报特色

是环球时报媒体融合获得影响力

的源泉。

在对话环节，由《中国记者》

主编陈国权担任主持嘉宾，围绕

“党报客户端，融媒时代的创新与

发展”的话题，与会嘉宾进行了热

烈交流。

《新华日报》副总编辑、新华

报业传媒集团融创区总裁张晓

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

曹轲，河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

辑李恕佳，大众报业集团编委、

《大众日报》记者部主任王金龙，

“上海观察”编辑中心主任秦红等

党报集团和党端负责人结合各自

媒体实践，畅所欲言。

真诚又充满智识的交流，使

论坛结出了“累累硕果”。最后，

“金水河”客户端与12家省级党

报客户端联合发表了“党报客户

端郑州共识”，为全国党报客户端

的坚守、融合、创新、合作发展贡

献出真知灼见。

事善能动善时

受众在哪里，传播的阵地就

在哪里，“金水河”诞生于传统媒

体谋新图变之际，恰逢其时。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社长赵铁军表示，深入

推进融合发展，发挥旗舰引领作用，

占领新闻舆论阵地，牢牢掌握网络

舆论的主导权、话语权，对党报集团

来说是职责所在、使命所系。

“融合发展是中央的战略部

署，也是当前的新格局对党报提

出的时代要求。”中国记协党组成

员、书记处书记王冬梅说，“金水

河”客户端致力于打造独树一帜

的移动互联网上的党报，扛鼎中

原，联通世界，这必将在党报发展

史上增添新的业绩。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

专门委托人民日报媒体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叶蓁蓁在活动现

场宣读了书面致辞。卢新宁表

示，河南日报“金水河”客户端成

功上线，是促进文化产业繁荣、推

动媒体融合发展的又一项创新之

举。这将给这份创刊60余年的

党报插上融合的“翅膀”。

上线仪式的“重头戏”是签约

环节。人民日报媒体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叶蓁蓁与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薛德

星，分别代表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和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而“金水河”客户端与入

驻省直厅局、省辖市的合作协议

也于随后达成。

最后，伴随着7位嘉宾共同

按下触摸屏，现场大屏幕上波光

粼粼，“金水河”LOGO带着温润

水汽跃然而出，标志着客户端正

式上线。

鼎中原联世界

有着67年积淀的河南日报，

与新媒介新技术深度融合，将焕

发出怎样的光彩？

河南日报客户端“金水河”正

式上线，给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

打造独树一帜的党报客户端，在

众声喧哗中一言九鼎，在信息洪

流中披沙拣金。

金水河以服务省委、省政府

中心工作，正面宣传河南为主要

职责，以全省党员干部、公职人员

和企事业管理者、高级知识分子

等人群为目标用户，坚持时政新

闻和政务服务并重，积极打造权

威信息传播平台、党员干部学习

平台、党政机关移动办公平台。

今年3月5日，经过精心筹备

的“金水河”“开闸试水”。“准、活、

快”的指导思想，“鼎中原联世界”

的六大频道设置，使得它一经推

出，就让人眼前一亮；“省委关

注”、“河南探索”等栏目，勾勒出

中原大地奋进崛起的崭新面貌；

“授权发布”、“清风中原”等栏目，

将权威、准确的政务资讯第一时

间推送到人们手中；以“金观察”、

“金图解”等为代表的信息产品，

在传播中迅速形成品牌；在浩瀚

如海的信息洪流中，“金水河”频

发“金玉之声”，在波澜壮阔的中

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的实践

中发出最强音。

坚守 融合 创新 合作

5月31日，新县检察院的检察官把书包等学习用品送到了该县八

里畈镇嶅山村的留守儿童手中。同时，检察官们还通过讲述法律小故

事提高孩子们自身防范能力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刘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