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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夏粮总

面积达 8238.5 万
亩，夏粮总产695.4
亿斤，为历史第二高。

截至2016年11

月底，新建高标准粮

田711万亩，累计建

成高标准粮田5273
万亩。

2016年，主要农作

物统防统治面积达到

1.05亿亩次，小麦、玉

米、水稻等三大粮食作

物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

33.01%。

2016 年，累

计推广测土配方

施肥面积 9340
万亩，占耕地面积

的77.8%。

2016 年，我省

认定新型职业农民

近3万人，共安排培

育任务5万余人。

本报讯（记者冯芸王绿扬杨青）1月14日

下午3时，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河南省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在省人民会堂开幕。

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应出席委员896人，

实到798人，符合规定人数。

省政协主席叶冬松代表政协第十一届河南

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省政协副主席靳绥东主持会议。省政协副

主席史济春、李英杰、龚立群、梁静、张亚忠、高体

健、靳克文、钱国玉和秘书长郭俊民在主席台前

排就座。

谢伏瞻、陈润儿、邓凯、翁杰明、赵素萍、任正

晓、夏杰、李亚、陶明伦、马懿、穆为民、卢长健、刘

春良、尹晋华、刘满仓、蒋笃运、储亚平、李文慧、王

保存、段喜中、徐济超、赵建才、王铁、张广智、王艳

玲、张维宁、唐大淮到会祝贺并在主席台就座。

王全书、孔玉芳也在主席台就座。在主席台

就座的还有徐光春、任克礼、范钦臣。

会议首先通过了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议程。

叶冬松在报告中说，2016年，省政协常委会

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

旗帜，坚持团结民主两大主题，主动服务全省大

局，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为促进全省经济健康发

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过去一年，

省政协常委会在推进各项工作的基础上，着力抓

了三项重点工作：一是大力推进新形势下政协工

作。二是围绕脱贫攻坚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

行专题议政。三是围绕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等开

展民主监督。同时，省政协常委会有序推进其他

各项工作：始终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牢牢

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和

省委要求，进一步加强政协协商民主建设；扎实

推进经常性工作，全面提升履行职能的质量和水

平；牢固树立履职为民理念，积极为促进民生改

善献计出力；注重加强团结联谊，努力为改革发

展稳定大局凝聚正能量；主动适应新任务新要

求，切实加强自身建设。

叶冬松指出，2017年是喜迎党的十九大召

开的重要一年，也是贯彻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决

策部署的开局之年，做好政协工作意义重大。在

新的一年里，省政协及其常委会工作总体要求

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省委十

届二次全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牢牢

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紧扣打好“四张牌”，聚焦建

设经济强省、打造“三个高地”、实现“三大提升”，

着力推进协商民主建设，着力发挥民主监督作

用，更加注重服务大局、注重关注民生、注重团结

民主，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委员队伍建设、

加强机关建设、加强对市县政协工作的联系指导，全面提升履行职能实效，

努力为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作出积极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一要切实打牢思想政治基础，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二要认真服务改革发展大局，全力助推中原更加出彩。三要深入推进

协商民主建设，着力增强协商民主实效。四要积极开展团结联谊合作，广

泛凝聚改革发展合力。五要全面加强政协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履职能力水

平。

叶冬松强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人

民政协依章程进行民主监督”，赋予了政协职能新的内涵。省第十次党代

会指出要“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对政协履职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按照

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坚定方向、把握重点、创新方式、完善制度，更好地发

挥政协民主监督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中的重要作用。要

把握性质特点，坚持民主监督正确方向和原则；紧扣中心工作，突出民主监

督重点；积极探索实践，增强民主监督实效；加强沟通协作，推动形成民主

监督工作合力。

叶冬松最后说，新形势赋予新使命，新起点开启新征程。让我们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河南省委坚强领导

下，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勇于担当、忠诚履职，努力开创我省政协事业新局

面，为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作出更大贡献。

靳克文向大会作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省级老同志刘玉洁、李润田、张国荣、杨光喜、郭国三、张涛、陈义初、刘

其文、王训智、王平、周和平、邓永俭出席会议。

1月11日，“三九”第四天，麦播后苗情

良好，墒情适宜，8000万余亩冬小麦正在茁

壮生长，为今年我省夏粮丰收打下了基础。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而从吃饱到吃

好，为农业生产提出了新的方向。被誉为

“中国粮仓”的河南，围绕稳粮增收调结构、

提质增效转方式，正在建设现代农业强省的

道路上，积极探索、实践。

藏粮于地，良田种好粮

粮食生产离不开土地。高标准粮田建

设，为我省粮食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截

至去年11月底，全省新建高标准粮田711万

亩，累计建成5273万亩。

2016年，河南夏粮总产695.4亿斤，为

历史第二高，这与我省发改委、国土资源厅、

水利厅、农开办、财政厅等省内众多部门合

力推进的高标准粮田建设密不可分。

良田在手，种植不愁，那么种什么？长

垣县恼里镇农民这样选择——位于黄河滩

区的万亩连片耕地，种上了强筋小麦品种。

而这只是近年来我省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

改革的一个缩影。

去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持续稳定在

7000万亩，其中玉米播种面积较上年减少，

水稻面积保持稳定，大豆面积较上年明显增

加，谷子、红薯等耐旱作物适应性种植有所

扩大，秋粮种植结构进一步优化。青贮玉米

面积由2015年的 130万亩发展到200万

亩，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

藏粮于技，掌握科技好种粮

当“庄稼活不用学”的传统观念被科学

种田所取代，农业科技在粮食生产中也起到

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日，省农业厅植保站的农业专家分赴

各地，查看苗情、调查掌握小麦病虫害越冬

基数，为今年小麦病虫害防治打下基础。去

年，我省主要农作物统防统治面积达到1.05

亿亩次，小麦、玉米、水稻等三大粮食作物统

防统治覆盖率达到33.01%。

去年麦收季节，杞县柿园乡农民吴广安

对施用配方肥带来的“减肥不减产”十分满

意，而同他一样接受科学施肥的农民，越来

越多。去年我省累计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面

积9340万亩，占耕地面积的77.8%，亩均减

少不合理用肥1.24公斤（折纯）。

人才强农，
新型职业农民助推现代农业

来自夏邑县的王飞，如今已是当地人人

羡慕的新型职业农民了。他的这份体面，得

益于我省开展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从学习农业技术到经营管理等，王飞成为当

地农业发展的领头人。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正在破题“谁来

种地”。2016年，我省认定新型职业农民近

3万人，共安排培育任务5万余人。

在省农业厅科教处处长胡若哲看来，除

了解决谁来种地外，通过培训得到综合素质

的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将更快更好地应用农

业科技，同时也会成为农业新技术、新理念的

示范带动者。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

的“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

职业农民队伍，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人力保障

和智力支持，将助推我省现代农业强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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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东亮）1月3日，河南日

报农村版领导带队，四名记者组成采访团，

自带被褥，住进了孟津县白鹤镇七里村李淑

珍老人家。一周时间，他们与村民同吃同

住，了解村民生产生活，了解村庄变化，采撷

七里村脱贫攻坚故事……同时，另有几路记

者也吃住在村，不分昼夜地进行采访。这是

河南日报农村版继去年深入基层进行脱贫

攻坚采访活动后，新年伊始再次开展脱贫攻

坚大型集中采访活动。

2016年1月4日，河南日报农村版领导带

队，以各部门主任、副主任为骨干，组织精干记

者，兵分九路，分赴全省18市53个贫困县，深

入三山一滩，全面报道我省各地脱贫攻坚战，

推出了《脱贫攻坚战中原进行时》大型系列报

道，产生了广泛影响，副省长王铁批示表扬。

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脱贫攻坚战全

面打响，全省各地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

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脱贫攻坚工作氛围浓

厚、进展顺利，基础工作更加扎实，政策体系

日益完善，方式方法不断创新，攻坚合力明

显强化，呈现出良好态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

说：“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只要我们

13亿多人民和衷共济，只要我们党永远同人

民站在一起，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

一定能够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1月

11日，全省脱贫攻坚第二次推进会议和省委

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回顾总结了2016年脱

贫攻坚工作，安排部署2017年工作。为贯

彻落实全省脱贫攻坚第二次推进会议和省

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河南日报农村版再次

组织精兵强将，由报社领导带队，兵分九路，

分赴全省18市51个贫困县，走进乡村、农

家，与群众同吃同住，采集来自最基层的脱

贫故事，总结经验，查找问题，再鼓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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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董豪杰

贯彻落实全省脱贫攻坚第二次推进会议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天上不会掉馅饼 撸起袖子加油干
本报“脱贫攻坚采访团”兵分九路分赴18市51个贫困县

向着现代农业强省砥砺前行

万人同唱一首歌
过年红包等你拿

据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教育

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定华15日在北京

表示，“十三五”期间我国181所师范院

校一律不更名、不脱帽，聚焦教师培养

主业，改进教师培养机制、模式和课程，

加强教师教育体系建设。

近年来，不少师范院校缩减师范生

招生比例或者向综合性高校转型改名，

一些招生规模较少、办学效益不好的专

业被停招，师范教育面临被“边缘化”的

隐忧。此外，有人质疑，师范院校毕业

生同样要和综合大学的毕业生一起考

教师资格证，淡化了师范专业的师范

性。

对此，王定华强调，要办好一批师

范院校和师范专业，未来将对师范专业

进行专业认证，认证优良的可以颁发教

师资格证，认证一般的毕业生要参加资

格考试，认证较差的取消举办师范专业

的资格。

“十三五”期间
师范院校一律不更名不脱帽

连日来，濮阳沣源天然气有限责任公

司的员工们加班加点，冒着严寒，进行安

装、铺设、填埋、测试、调压、维运等工作，争

取让每个乡村在春节前都通上绿色、环保、

清洁的天然气。 本报记者段宝生摄

新华社郑州1月15日电 来自

一线的扶贫标兵、带领村民致富的

优秀村支书、城市建设中作出贡献

的优秀工作者、乡镇工作18年的

“老黄牛”……这回都选进了仪封乡

党委班子。

2016年5月乡镇党委换届选举

中，河南省兰考县仪封乡充分发挥

党内民主，坚持导向，将来自基层一

线、成绩突出的优秀人才选进了党

委班子。

代玉建2014年放弃在郑州的

生意，回到家乡代庄村担任村支

书，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此次换

届，他从村支书的岗位上直接成为

乡党委委员，开了先例，对全乡30

多个行政村的村干部来说，是很大

的鼓舞。

“没想到自己能被推荐出来。”42

岁的潘刚岭表示。 ▶下转第二版

兰考仪封乡换届选举：

发扬民主 择优选用

本报讯（记者顾华）谁会是河南日报农

村版粉丝中的“好声音”？来比试比试吧！

近日，为迎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新年

年会，河南日报农村版的小编们创作了一

首报歌《农村版成长手册》。这首歌，既袒

露了小编围绕中心、服务三农、笔耕不辍的

心声，也展现了扎根广阔天地、不怕困难、

锐意进取的职业精神。

“向明天，咱走起！向前冲，不客气！”

一首好歌会鼓起我们的斗志。我们邀请各

位粉丝，一起唱起这首歌，充满自信地迎来

鸡年吉运！即日起，凡上传你的演唱视频

到本报微信公众号者，前一万名均可以获

得微信红包一个！金额多少？这个……暂

时保密！但如果您唱得很好，单个红包太

小，小编也拿不出手是不？

参与办法：

请先用微信扫一扫本文末尾的二维

码，即可转到活动页面，其中包含歌词、曲

谱、音频和操作注意事项等内容，歌曲音频

等内容可以下载。然后，简单两步操作即

可参与活动：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