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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土生土长的管道天然气销售安装公司， “气化乡村”工程目标的持续健康发展，我们
濮阳沣源燃气立足中原油田丰富的可调配 与中原油田强强联合，高薪聘请专业技术人
天然气资源，坚持高起点、大跨度、严要求、 员对沣源天然气公司进行常态化管理。针
重安全的发展理念，为让家乡父老能够用上 对濮阳农村天然气管道、农村居民，小企业
绿色清洁的天然气，沣源燃气早在成立之初 和商户通天然气点多、线长、面广的特色，投
就对濮阳县人民政府做出了庄严承诺：利用
■点评
5 年时间，实现镇镇通天然气、村村通天然气
的“气化濮阳乡村”工程。
沣源燃气法人代表张广建细算了一笔
账：
4年来，
先后投入资金5300多万元相继在
□本报评论员
濮阳县的文留镇、鲁河镇、徐镇镇、梁庄乡、王
称 土固镇、白土罡乡、梨园乡、郎中乡等实现
濮阳县农村一部分居民用上绿色清洁
了镇镇通天然部分村通天然气，先后铺设天
的天然气，这是濮阳县农村居民值得庆贺
然气管道 800 多公里，有 16500 多户农村居
的事情，农民开始过上了几乎和城里人一
民告别了烟熏火燎的厨房和锅灶。向商业用
样的现代生活。
户通天然气 53 家，小型企业用天然气 12 户。
党在农村的政策是让广大农村和广大
天然气主管网涉及的现有9个乡镇，
村庄覆盖
农民奔上小康，濮阳县尝试着搞新农村社
率达56%，
日输送天然气能力20万方。
区，搞美丽乡村建设，搞清洁家园行动，把
为加快推进濮阳县“气化乡村”和美丽
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提高再提高，努
乡村建设工程进度，沣源燃气相继在文留
力缩短着城乡的差距，努力追赶着城镇化
镇、徐镇镇、梁庄乡、王称土固镇、鲁河镇成
建设的脚步，努力为实现城乡一体化而奋
立了 5 家分公司，实行片区责任制管理。同
斗着。
时购置配备了 7 台抢险维修工程车，实行网
濮阳市委、市政府一直在努力尝试着
格化管理服务调度新模式。
让广大农村的居民家家户户都通上天然
沣源燃气王董事长说，为确保濮阳县

资安装上海汇尼燃气收费系统软件，开通了
支付宝管理平台，同时与濮阳县农村信用社
合作，实现银行代收天然气费，让广大农村
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实现交天然气费的美好
愿望，过着和城里人几乎一样的现代生活。

建设美丽乡村 需要民企参与
气，让村民免除烟熏火燎，告别燃煤带来硫
黄污染和中毒事件，这一梦想在濮阳县的
广大农村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已不再是农
民兄弟们的梦想，而助推这一变革工程恰
恰是濮阳县里土生土长的沣源燃气，正是
沣源燃气这个民营股份公司，凭借中原油
田得天独厚的技术、资源、人才和管理优
势，乘势而上，积极投身于当地党委、政府
极力倡导的气化乡村这一德政工程，沣源
燃气勇于担当，敢于奉献，不忘初心，开拓
进取，为濮阳县百万农民兄弟送到家门口
的服务赢得了多方赞许。
这无疑为濮阳的美丽乡村建设和清洁
家园行动奉献着真诚，
所以说，
村村通天然气
是濮阳美丽乡村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这个新学期，
一点儿也不孤单”
省检察机关关爱留守儿童
活动在临颍县南街村启动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刘乐）
“我要
告诉在外地打工的爸爸妈妈，我收到开学礼物
啦，是检察官阿姨送来的，阿姨还和我结成了帮
扶对子，这个新学期，感觉一点儿也不孤单！”9
月 9 日，在临颍县南街村“漯河市艺术学校”举
行的河南省检察机关关爱留守儿童暨法治进校
园宣讲活动启动仪式上，留守儿童侯天赐手捧
临颍县检察院干警递来的书包、文具等礼物，开
心地笑了。
统计显示，目前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 6100
万人，我省有 410 万人，占全国的 6.72%。农村
未成年人不仅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群体，还
是主要的被害群体。如何预防这部分人犯罪，
同时如何防止这部分人被不法侵害，显得非常
重要。
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胡保钢在启
动仪式上说，根据“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
制要求，积极深化职能，结合工作实际，运用所
办案件，以案释法，以案讲法，对全省农村留守
儿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是检察机关贯彻
落实中央、省委精神和高检院要求的应有之义，
更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平安河南建设的
必然要求。
据了解，河南检察机关自 2014 年 2 月启动
“送法进校园”活动以来，已组织开展进校园
13628 余所，发放宣传资料 74 万余册，制作宣
传版块 5800 余块，受教育学生达 620 万余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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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 记 者 丁 需 学)9 月 12
日，第六届华侨华人中原经济合作
论坛召开成果发布会，宣布本届“华
合论坛”已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签
约项目 168 个，签约金额 1931.17 亿
元人民币，其中平顶山市签约合同
项目 73 个，合同金额 609.44 亿元人
民币。
发布会上，省政府外侨办副主
任杨玮斌介绍，本届“华合论坛”层
次高、社会影响深；签约项目实，引
资成果大；专项活动多，切入角度
新。
据介绍，本届“华合论坛”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理念，紧紧围绕“万侨创新·新机遇、
新产业、新模式”主题，多名权威专

家、知名学者和商界精英发表了演
讲，论坛规模、层次和影响力比前几
届有明显提升，
对河南发展提出了许
多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
意见建议，对河南把握发展机遇，深
化改革开放，
创新发展、转型升级，
加
快中原崛起将起到积极作用。
作为“华合论坛”的重头戏，本
届论坛共发布招商项目 963 个，涉
及能源化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基础设施、文化
旅游、建材机电等多个领域。截至
本届论坛结束前，有关各方就 206
个项目进行了对接洽谈，共签约项
目 168 个，签约金额 1931.17 亿元人
民币，签约项目个数及合同投资总
额均高于往届。

我省累计收购小麦
超 200 亿公斤
本报讯 （记者焦莫寒）9 月 12
日，省粮食局发布公告，截至 9 月 10
日，全省累计收购小麦 200.53 亿公
斤，比上年同期增加 13.34 亿公斤。
据悉，在收购的粮食中，按最低
收购价收购 113.72 亿公斤，比上年
同期增加 27.4 亿公斤，平均收购价
2.40 元/公斤，比上年同期减少 0.02
元/公斤；按市场价收购 86.81 亿公

斤（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收购
13.07 亿公斤，其他企业收购 73.73
亿公斤），比上年同期减少 14.06 亿
公斤，市场收购均价 2.23 元/公斤，
比上年同期减少 0.11 元/公斤。
中储粮河南分公司的最新数据
显示，9 月 6 日～9 月 10 日按最低收
购价收购 3.29 亿公斤，市场价收购
1.9 亿公斤。

“放心农资”
展销会让农户放心
本报讯 （记者马丙宇）
“俺种了
100 亩晚秋黄梨，多年的经验让我知
道，一定要选好肥料，放心肥料，才
能保证梨子丰收。”9 月 10 日，一大
早，来自辉县市上八里镇下八里村
的种植大户徐金钢就来到新乡市
区，在市政府南广场，首届新乡大北
农“放心农资”展销会正在这里举
行。
在河南心连心化肥公司的展区
前，老徐不时驻足，并向技术员询问
果树配方施肥问题，他说：
“ 希望政
府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俺们农
民用农资就更放心了。”
据了解，首届新乡大北农“放心
农资”展销会为期两天，200 家农业

孟津县会盟镇上演梨王争霸赛

单果 1.46 千克酥梨摘桂冠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朱晓玲 郑战波 文/图
9 月 11 日，在孟津县会盟镇万亩“孟
津梨”主题公园上演了一场“梨王”争霸
赛。来自该镇吕村、铁炉、双槐、小寨等村

的 100 多户“孟津梨”种植户，选出自己种
植最好的酥梨、黄金梨参加比赛。一个个
待检的参赛梨编上号、贴上标签，先是称
重，而后进行农药残留测试（如图）。接
着，专家评委组成员现场对参赛梨进行甜
度、口感、外观质量等的评分。

经过比重量、看外形、测含糖量三轮
角逐，评委们最终认定酥梨种植户徐全
民参赛果品，重达 1.46 千克的酥梨“技压
群雄”，获得了“孟津酥梨梨王”称号，双
槐村庆中央以 1.69 千克获得黄金梨梨
王。

“鑫方园”复合肥真中！
“这是俺家的辣椒地，北边是俺弟家种
的辣椒，就这长势，俺家一亩地的辣椒咋着
也比他家多收 500 斤以上，这个‘鑫方园’复
合肥种庄稼就是中！”9 月 9 日，扶沟县大兴
镇姜老村农民姜振生，站在辣椒地里，看着
红艳艳的辣椒，不断竖起大拇指，对“鑫方
园”复合肥赞不绝口。
姜振生说：
“ 俺家的辣椒之所以能种这
么好，这都是湖北施沃特肥料有限公司生产
的‘鑫方园’复合肥的功劳。今年种辣椒期
间，经人介绍，我从集市上买了几袋‘鑫方

信贷
“双创”巧解企业融资难

新乡市

扶沟县大兴镇农民姜振生：

□本报记者 黄华 巴富强

内黄县农信联社

第六届
“华合论坛”
签约金额 1931 亿元

掀起乡村灶台新革命
9 月 11 日，秋高气爽的濮阳县梁庄乡郭
庄村，家有 9 口人的李凤林在洁净的厨房内，
啪的一声打开燃气灶，不到五分钟，一壶水
就烧开了。李凤林家用的是天然气，做饭取
暖快捷方便，比起液化气来说每个月他家省
了不少的费用。
李凤林只是濮阳沣源燃气公司“气化濮
阳”美化乡村改造农村灶台工程中千万个农
家的缩影。
郭庄村党支部书记豆培核满脸自豪地
说：
“祖祖辈辈的烧火做饭被烟熏火燎不说，
柴草乱堆乱放，影响着新农村村容村貌，沣
源燃气帮助我们农村用上了清洁的天然气，
这是我们做梦都想的事情。现在我们村 300
多户人家，90%的户都通了天然气，你看，我
们农村房屋搞了新农村建设，家家户户通了
水泥路，通了自来水，通了电安装了路灯，现
在又通了天然气，生活一点儿也不比城里
差。”
在这里郭庄村只是沣源燃气“气化濮
阳”村村通工程中上千个村庄中普普通通一
个分子。据了解，濮阳沣源天然气公司成立
于 2012 年年初，是典型民营股份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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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笔打造强镇
“名片”

沣源燃气致力“气化濮阳”

□本报记者 段宝生

“一村一策”助力精准扶贫

永城市演集镇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新闻热线 0371—65795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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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复合肥，我弟选用的是其他品牌的复合
肥，等辣椒种到地里以后，我家的辣椒长势
稳，不早衰而且抗病能力强，比我弟弟家的
辣椒长势强了好几倍。”
陈德民是大新镇的一名化肥经销商，他
告诉记者，去年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进了 20 吨
“鑫方园”复合肥，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肥料在农作物上表现那么好，今年他家
的“鑫方园”复合肥销量就达到了 800 多吨，
而他代理的其他几个知名品牌的销量一直
萎缩。
“没办法，
‘ 鑫方园’复合肥在农作物上
的增产抗病效果太明显啦，你看这姜国权用

硫磷三胺种的玉米，在因今年罕见的高温天
气导致大部分玉米减产的情况下，他家的玉
米不但茎秆粗壮而且根系发达，这结出的玉
米棒有一尺多长，亩产绝对在 1800 斤以
上。”陈德民说，
“现在很多农民去我店买化
肥都是冲着‘鑫方园’的，如果哪天缺了货，
他们扭头就走，根本不给你向他介绍其他品
牌机会，今年秋季估计我的销售量能达到
1500 吨左右。”
“农民现在买肥料越来越理智，他们购
买肥料看中的不是漂亮包装，也不会在意你
一袋化肥能给他便宜十块八块钱，他们更看
中的是肥料的表现。”
“鑫方园”复合肥扶沟
本报联系电话

总编室：0371-65795713

县经销商刘国喜说，
“在代理这个品牌前，我
用这个肥料和其他两种知名品牌的肥料做
过对比，发现‘鑫方园’复合肥添加的黄腐酸
钾对作物不但具有改良土壤提高肥效刺激
作物生长等功效，在农作物的抗病和抗逆性
方面变现也很突出，尤其是在灾害年份更能
显示这款肥料的优越性。”
李国喜说，近日，包屯镇任庄村党支部
书记任六孩专门带着村组干部去他们的示
范田现场看了用‘鑫方圆’种出的辣椒后，该
村群众当即采取每吨预付 600 元的形式，一
次性预订了 50 吨‘鑫方园’复合肥。

广告部：0371-65796176

发行部：0371-65795830

生产资料相关企业，分成化肥、农
药、种子、苗木、畜牧、农机 6 大展区
进行展销。来自全市 15 个县（市）、
区共近 120 个乡镇的农技站、农检
所等农口技术职能部门和采购商、
专业观众前来参观洽谈，实现放心
农资企业和经销商、代理商、合作
社、种粮大户、农资市场、农业园区
负责人的无缝对接。
新乡市委农办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说：
“ 展销会以科技创新、生
态高效、产销对接等为主题，让农资
生 产 者 和 农 资 使 用 者‘ 精 准 面 对
面’，引导消费，开展货真价实大行
动，促进放心农资进农村。”

大豆不结荚 请专家来会诊
“我叫李耕坡，家住西平县谭
店乡关桥河东村委二组，承包了
9 亩 1 分责任田。今年秋季我种
植的荷豆 13 豆种全部死亡，基本
绝收……”9 月 8 日，西平县农民
李耕坡给何难帮忙记者发来短信
求助说。
连日来，不断有驻马店、周口
等地农民给河南日报农村版帮忙
记者打电话、发短信，反映他们种
植的大豆出现不结荚现象。他们
弄不明白，种了一辈子的大豆今
年咋出现了反常，进入秋天，本该
挂满豆荚的豆棵上，现在要么稀
稀拉拉长着几个瘪豆荚，要么干
脆不长一个荚。
9 月 9 日 ，在 扶 沟 县 大 兴 镇

一片豆地里，一位农民扒开长势
很好的豆棵看到，一棵大豆上结
了 10 来 个 荚 。 村 民说，以往到
了这个季节这豆棵上结的豆荚就
像鞭炮一样密密麻麻，长这么少
甚至不结荚的大豆，还是第一次
见到。
村民反映，出现这种情况后，
大家心里很着急，有的说是怨种
子，有人说怨农药和化肥，还有
人说是怨今年罕见的高温天
气。直到现在，也没有个权威的
说法，希望省里的大豆专家能给
大豆会会诊，看看问题究竟出在
啥地方？
帮忙记者 黄华
电话：1303380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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