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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凝心聚力打造纺织服装强市 许昌市

17.69亿元推进农田水利建设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

武芳）近日，记者从许昌市水务局获

悉，许昌市计划总投资17.69亿元，

动员和凝聚社会各方力量，全力做

好2016～2017年度冬春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

据了解，许昌市在计划总投资

17.69亿元中，包括中央财政投入

5.83亿元，省级投入8.39亿元，市级

投入0.38亿元，县级投入2.68亿元，

乡级投入0.02亿元，群众和社会资

金投入0.47亿元。通过建设，该市

将新增改善供水能力4110.35万立

方米，新增恢复改善灌溉面积41.83

万亩，新增改善除涝面积20.35万

亩，新增改善旱涝保收田面积2.99

万亩，新增节水灌溉工程面积17万

亩，新增恢复年节水能力2718.34

万立方米，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5平

方公里，新增供水受益人口34.2万。

提高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盛志国）

寒冬时节，穰城河畔，邓州市发展的热潮丝

毫未减。在该市产业集聚区内，厂房矗立，

机器轰鸣，一台台纺织服装设备旁，工人们

干劲似火；在穰东镇的服装市场，一批批来

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忙着在这里考察、进

货，一车车服装产品源源不断运往国内外

市场……纺织服装产业成为拉动邓州经济

发展的“火车头”。

近年来，邓州始终坚持把推进纺织服装

产业更好更快发展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进

行谋划、安排、落实，倾全市之力精心培育。

去年以来，该市与河南中原工学院共建服装

设计与品牌策划中心，利用高校和科研机构

力量，致力于提升服装质量和档次；建立中

国网库电子商务基地，培育9大电商平台协

助企业推行网销模式；健全完善产业集聚区

生活配套设施，开工建设纺织服装产业孵化

园，不断吸引并加快优质服装项目快速落

地。

目前，邓州培育了产业集聚区和穰东

服装产业园区两个纺织服装产业基地，共

有纺织服装企业180家，年产棉纱17万吨、

坯布9000万米、各类服装7000万件，年产

值 120 亿元以上，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40％，初步形成了纺纱、织布、服装鞋帽加

工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从业人员达到7.2

万人。

为全力支持服务好纺织服装产业发展，

邓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丁心强告

诉记者，邓州先后新修道路总长达54.2公

里，形成了八纵四横主干道道路骨架，相继

建成了消防大队、自来水厂、客运南站、污水

处理厂等，国家棉花及纺织服装产品监督检

验中心、省出入境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邓州工

作站成功落户市产业集聚区。

“现在是在邓州发展纺织服装业的黄金

期！”南阳市委常委、邓州市委书记吴刚介

绍，目前投资邓州纺织服装业有“四好”。其

一是资源好，常年在外务工人员50万人以

上，人力资源丰富；其二是政策好，制定了专

门的鼓励和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优惠

政策；其三是区位好，是承南启北、连接东西

的轴心，3条高速公路穿境，蒙华铁路、郑万

高铁都将在邓州设站；其四是氛围好，各级

党政大力支持，对企业厚爱有加。

未来五年内，邓州将快速推进纺织服装

产业上规模、创品牌，不断提高纺织服装产

业的集聚效益和行业发展水平，确保生产规

模达到纺纱100万锭、坯布1.8亿米、服装鞋

帽年产3亿件，建成中部地区科技和品牌领

先的重要纺织服装强市。

1月5日，宜阳县香鹿山镇福和希望小学的孩子们穿上了温暖的羽绒服。当日，团省委开展了“希

望工程温暖冬天”走进希望小学活动，给豫西山区的留守儿童带来了羽绒服、帽子、围巾、暖水杯等新

年礼物。 田义伟 摄

1月3日，正阳县熊寨镇王大塘村中心小学贫困家庭的儿童收到该县团县

委和爱心企业送来的310套书包和围巾。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王珺摄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通讯员郭

志立）1月3日，记者从河南工学院

获悉，由教育部在吉林大学举行的

“2016年全国高校实践育人暨创新

创业现场推进会”上，河南工学院与

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41所高校一

同获得2016年“全国高校实践育人

创新创业基地”称号，这是河南省迄

今为止唯一一所入选高校，也是唯

一的入选单位。

长期以来，河南工学院坚持以

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培

养为核心，按照专业教育、素质教

育和工程实践训练有机统一的教

育理念，秉承“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的优良传统，统筹规划、协同推

进，以创新创业实验班、卓越人才

培养工程实验班、创新创业团队为

载体，不断探索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模式，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培养出高素质的应

用型人才。

河南工学院被评为“全国高校
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通讯员罗

尓豪 万晋生）2016年12月27日上

午，淅川县盛湾镇姚营小学校园里温

情涌动、爱意满盈，喜悦的笑容挂在

村民和师生的脸上。淅川农信社联

社捐款10万元，帮助姚营和天池小学

改善办学条件，购置学习办公设备，

化解山区师生学习生活方面的难题。

盛湾镇姚营小学和天池小学地

处大山深处，属淅川县山区贫困小学

之一，学校基础设施较差。

在了解盛湾镇部分小学的实际

情况后，淅川农信联社把姚营小学

和天池小学作为帮扶对象。姚营小

学吃水困难，该县联社购置了5吨

的无塔供水器，并帮助学校修建了

澡堂、卫生间，购置了热水器和浴具

等，解决老师和学生吃水和洗澡问

题。针对学生困难和学校办公设备

缺乏问题，该县联社购置了204套

校服、16套办公桌，23套一体化餐

桌，目前已全部交付学校。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毕清海 王益民）记者1月3日从汝

州市民政局获悉，为切实保障困难

优抚群众的基本生活，元旦前夕，汝

州市出台惠民政策，再次提高优抚

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这一政

策将惠及全市优抚对象8000余人。

汝州市此次提高优抚对象的范

围是：伤残人员（残疾军人、伤残人

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

残民兵民工）残疾抚恤金标准、城镇

“三属”（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

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标

准，在现行基础上提高10%。农村

“三属”定期抚恤金与城镇“三属”实

行统一标准。在乡老复员军人生活

补助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845元提

高至945元。烈士老年子女生活补

助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300元提高

至340元。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

补助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420元提

高至460元。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蔡丽 高文达)

1月4日，潢川县谈店乡万营村小学的孩子们收

到了爱心企业扬州波粒子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捐赠的环保毛绒玩具等新年礼物，部分贫困

学生还领到了爱心企业捐赠的助学金。

据了解，万营村是省级贫困村，自精准扶贫开

展之后，信阳师范学院的李向阳来到该村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李向阳通过努力，争取项目资金，加

强对村级基础设施的建设，引进产业，更关心重视

教育。他通过对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及对在

校老师的培训，并不定期派信阳师院品学兼优的大

学生前来支教，大大提升了农村小学的教学水平。

提及此次的捐赠，李向阳说，村里小孩也应

像城里小孩一样拥有新年礼物，他在扬州工作的

学生得知老师心思后，就带着爱心企业来到村小

学开展了此次捐赠。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杨晓燕）1月3

日，记者从原阳县获悉，该县近日为建立和完善

城镇居民住房供应体系，根据《原阳县公共租赁

住房管理暂行办法》，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对祖师庙小区、新兴小区等共1030套公共租

赁住房进行了分配，无房户高高兴兴地拿到了新

房钥匙。

据了解，本次上报的申请户数为1342户，

原阳县住建规划局房地产管理所、民政、残联

等相关部门对申请户进行了审核，通过在县电

视台播放公告、在社区张贴公告等形式进行了

公示，最终确定1030户符合公共租赁住房入

住资格，并对符合入住条件的家庭发放选房通

知单。

本报讯（记者黄华）“呜……”，

1月5日清晨8点11分，伴随着火车

的汽笛声，披挂一新的“驻马店号”

动车在细雨中从驻马店西站徐徐启

动开往上海虹桥火车站，自此驻马

店结束了没有始发动车和没有直达

长三角地区动车的历史。

据了解，此次被命名为“驻马店

号”的动车，共有两个班次，其中

D3085次动车，每天8点11分从驻

马店西站始发，经停武汉、合肥南、

南京南、苏州北等13个车站后直达

上海虹桥火车站，历时7小时57分

钟，比普通火车节省时间5小时33

分钟。D3094次动车由上海虹桥发

车，每天14点27分始发，21点40

分到达终点驻马店西，全程历时7

小时13分钟。

“驻马店号”动车腊八首发
结束了驻马店没有始发动车的历史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

李绍光张鹏）1月4日，记者从新密

市政府获悉，刚跨入2017年，郑州

诚信服饰在中原股交所挂牌，这是

新密第115家挂牌上市企业。

新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企

业挂牌上市工作，将其作为稳增长、

保态势、调结构、促转型的重要载

体。该市成立了市委书记、市长任

组长，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一把

手为成员的领导机构，建立完善上

市工作绿色通道制度，将企业上市

工作纳入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单

位绩效目标考核。与此同时，新密

市政府与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上海道理投资有限公司实现战略合

作，成立上海股交中心新密市企业

挂牌孵化基地。

截至目前，该市在境外上市企

业1家，国内中小板重组上市3家，

新三板1家，区域性股权市场110

家，共115家，居全省之首。

新密市

挂牌上市企业达115家

本报讯（通讯员齐广修 记者

侯博）1月3日，柘城县首届“辣妹

子”才艺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

县文化艺术中心举行。

据悉，柘城三樱椒已有40年的

栽培历史，形成了区域化、规模化种

植格局，被国家农业部命名为“中国

三樱椒之乡”。此次“辣妹子”才艺

大赛从2016年10月份开始启动，

经过层层选拔，最终有14名选手进

入总决赛。舞台上，大家纷纷亮出

绝活，优美欢快的舞蹈、韵味十足的

诗歌朗诵、悦耳动听的歌曲充分展

示了辣妹子们多才多艺的一面。经

过各位选手的自我介绍、知识问答、

才艺展示等环节，7位评委现场打

分，并结合观众通过微信公众号现

场投票，最终评出冠亚季军。

柘城县

举行“辣妹子”才艺大赛总决赛

农信捐款十万元 山区孩子寒冬暖
淅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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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学生收到新年礼物潢川

1030户无房户喜领新房钥匙原阳

1月5日，项城市富民路爱心粥屋的志愿者为环卫工人熬制了腊八粥，

让环卫工人吃得温暖舒心。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张永久摄

据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耕地质

量如何，事关粮食产出能力。《耕地质量

等级》国家标准近日经国家质检总局、国

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于2016年12月30

日起实施。这是我国首部耕地质量等级

国家标准。

这是记者从5日举行的《耕地质量

等级》国家标准发布会上了解到的。这

一标准适用于各级行政区及特定区域内

耕地质量等级划分，将为开展耕地质量

调查监测与评价工作，提供科学的指标

和方法。

据介绍，标准从农业生产角度出发，

对耕地地力、土壤健康状况和田间基础

设施构成的满足农产品持续产出和质量

安全的能力进行评价，将耕地质量分为

10个等级。一等地质量最高，十等地质

量最低。标准将全国耕地划分为东北

区、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区、黄淮海区、黄

土高原区、长江中下游区、西南区、华南

区、甘新区、青藏区等9大区域，各区域评

价指标由13个基础性指标和6个区域补

充性指标组成，明确了相关评价指标的

涵义、获取方法和划分标准等。

我国发布首部耕地质量等级国家标准

汝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