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李绍光 记者冯刘克）

4月3日，集医疗救援、血液储存、信息收存

于一体的新密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落成，

这是该市医疗惠民工程的一个重要举措。

据悉，该市目前在建和已建成卫生项目达

10个，总投资17.1亿元，其着力打造的医

疗和养护相结合的医养融合服务位居全国

前列。

“小康不小康，首先看健康。”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建设宜居宜业新密的征程中，

该市始终把卫生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以医疗

项目建设为载体，大力改善居民就医环境。

新密市中医院的老院址位于闹市中心，地方

狭小，交通拥挤，远远不能适应群众看病需

要。为解决这一问题，该市去年以来加大新

院建设力度，先后投资3.5亿元，建成占地

110亩，主体病房17层，可容纳床位1000

张的新医院。该院设施先进，环境优美，受

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扩

大妇女儿童就医场所迫在眉睫。为此，该市

在新城区规划了新的妇幼保健暨儿童医院，

床位800张。一期项目去年4月份开建，现

已基本完工。今年初，儿童早教中心等二期

工程已经开工，预计明年可投入使用。在大

规模进行公立医院建设的同时，民营医院也

如火如荼。投资7亿元的一家新医院现已

动工，医院将突破心血管特色及神经康复优

势，全力打造县级民办标杆医院。

城区医院建设的同时，乡镇医院扩建也

在有序进行，米村中心卫生院病房改造等项

目主体已竣工，当前已有10家乡镇卫生院

完成改造或在建。据了解，这些项目建成

后，新密市将新增床位3800张，技术水平显

著提高，就医环境全面改善，为守护人民健

康提供有力保障。

在大力发展卫生事业的同时，医养融合

服务项目成为新亮点。该市着力加强基层

卫生院中医科室，6家乡级卫生院建成了中

医诊疗区，充分发挥了传统医药呵护百姓的

优势。今年初，全市12349居家养老服务呼

叫中心建成，处在偏远农村的老人只要打个

电话，就可以进行疾病咨询，接受健康指导，

如果需要住院，专车负责接送。同时，该市

中康医院投资4亿元、占地170亩的医疗养

护中心正在进行基础施工，该中心除治疗

外，主要以老年护理、康复为主，还有老年大

学、娱乐休闲等服务功能，设有床位1000

张，能够满足每千位老人35张养老床位的

需求。高端的技术保障，规范的健康管理，

优质的护理服务，使新密市医养融合工作跨

进了全国先进行列。

全民健康护航全面小康新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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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津 草莓采摘游 农民巧增收
4月9日，游客在孟津县朝阳镇洛阳安卓农牧开发有限公司的草莓大棚内采摘草莓。春暖花开时节，洛阳游人如织，不少

农户抓住商机推出草莓采摘游，让前来赏花的游客顺便体验到采摘的乐趣，自己也增加了收入。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

李汝涛）“三所楼村原党支部书记

曲某2009年私设‘小金库’、卖村

小学旧教室款 9000 元不入账，

2015年至今耕种村集体土地15.4

亩拒交承包款，给予留党察看一

年处分；梁寨村干部杨某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借儿子结婚之

机大操大办……”近日，在商水县

练集镇便民服务街“党风政风监

督红黄黑曝光台”前，吸引了不少

前来办事的群众的驻足观看评

论。

2016 年，练集镇推行以“一

台、两书、三谈、四查”为主要内容

的“微权监督1234”机制，治理基

层微腐败，并在便民服务街设置了

“党风政风监督红黄黑曝光台”，对

群众举报和监督检查中发现的个

别党员干部“涉农惠农资金乱伸

手、审批执法乱插手、便民利民不

出手”等行为，从严从快查处，并将

查处结果曝光。该镇还设立了“廉

政茶室”，对被曝光问题的责任单

位“一把手”和相关责任人进行廉

政约谈，把脉问诊，明确整改措施，

限期整改落实。

截至目前，该镇已公开曝光违

规违纪信息10期25人，廉政谈话

54人，整改问题21项。

商水县练集镇

曝光基层“微腐败”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彭冲 刘海军）4月6日，在舞钢市

枣林镇藕池村党员活动室里，37名

党员群众代表正在对该村今年3

月份的“三务”事务逐项审议。“村

务这样一公开，群众心里亮堂堂

的。以前有些事常埋怨村干部厚

此薄彼、办事不公正，现在知道村

干部也挺难的。”村民代表苏广明

说。

为进一步规范农村基层组织

权力，舞钢市制订了《村级权力行

使流程及运作清单》，从村级事务

的动议、决策决定程序、实施结果

公开、过程监督四个方面对9大类

43项权力进行规范。同时，全面

落实村级民主议事、民主决策、党

务公开、村务公开、民主理财、民主

监督等各项民主管理制度，推广

“4+2”工作法。市组织、纪检等部

门对梳理出的43条村务工作的责

任人以及运行流程图进行公布，让

群众明白自己的事“找谁办、怎么

办”。

目前，该市村级组织已经形成

权责明确、相互制约、公开透明、操

作规范、简便高效、民主自治、监督

有力的权力运行体制机制。

舞钢市

规范基层“微权力”

强化村务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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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自

行刘瑾）近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

了第二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郏

县姚庄回族乡三郎庙村榜上有名，成为此

次我省唯一入选的特色村。

近年来，姚庄回族乡把发展民族特色

文化产业摆在重要位置，以三郎庙村为示

范，在编制完成《三郎庙村域规划》的基础

上，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整合资

金，争取项目，相继进行了三郎庙村沿街

伊斯兰风格立面改造、运粮河整治、污水

处理、垃圾集中整治、升级改造民族文化

广场等七大工程。该乡还出台了加快特

色饮食文化经济发展的意见和扶持政

策，成立饮食、茶水行业协会，逐步形成

了特色饮食经济、特色加工经济和特色

生态经济三大产业齐头并进的格局，目

前已发展茶馆、农家乐30多家，食品加

工店18家，金镶玉加工店5家，阿拉伯

传统工艺作坊 3 家，花卉苗木生态园

1000余亩。

郏县三郎庙村

入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

本报讯 （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刘志

松 崔敬）4月7日，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主办的“阳光成长，与法同行”系列公益

活动在封丘县启动，同时，为农村留守儿

童捐建的法治书屋落户该县黄德镇蒋村

小学。

据了解，该项公益活动旨在加强对青

少年的法制宣传和教育，填补农村法制教

育空白。当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为蒋

村小学捐献了10万元的书籍来装备法治

书屋，来自北京的10名青年志愿者为留

守儿童赠送了200余套学习用品及书

包。活动现场，来自黄德镇的青少年代表

发出倡议，号召青少年积极行动起来，通

过法制书籍学习法律法规，树立法律意

识，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封丘县

法治书屋关爱留守儿童

本报讯（记者田明）受西南暖湿气流

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4月7日开始，我省

出现较明显降水天气过程。4月10日，省

农业气象专家表示，我省冬小麦正处于需

水量大的拔节期，此次降水过程对缓解旱

情及小麦生长十分有利。

目前全省大部墒情适宜，豫西、豫西

南部分县市和商丘东部有不同程度的旱

情，省农业气象专家建议，各地要做好小

麦拔节期间的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

作，豫南局地如出现暴雨，相关地区请提

前做好防范和管理。

据预报，4月11日，我省南部阴天转

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4月12日，

西部、北部多云转阴天，下午到夜里，部分

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 13

日，全省多云转晴天，气温呈回升趋势。

我省降雨频繁
有利小麦生长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包装袋上的二

维码就是个‘身份证’，扫描一下就能查看这

袋种子的所有信息，包括品种、类别、净度、保

质期等。”4月7日，在新乡县河南丰源种子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该公司负责人王桂凤说，

“这样我们的产品有了防伪功能。”

当日，14家持证种子生产经营加工企

业齐聚河南丰源种子有限公司，新乡县种子

管理站对这些企业开展种子包装二维码追

溯系统生产应用培训。记者在包装生产现

场看到，操作员在对刚封过口的种子包装袋

上的二维码进行喷枪扫描，可实现每一个包

装上的二维码信息录入到关联的电脑系统，

至此每一袋种子的信息都会单独显示在后

台系统中。农户在购种过程中只需用手机

扫描包装袋上的二维码，即可显示出种子的

信息。

同时，企业在处理废旧包装时也只需重

新扫描二维码，即可清除掉此包装后台信

息，此包装袋就变为无效包装，从而杜绝了

部分不法商户假冒包装和收购已使用包装

袋进行二次违法生产的情况发生。

“农民通过种子可追溯系统可以看到

种子企业的各种信息，可以买到真实的、质

量信得过的放心种子。”新乡县农牧局种子

管理站负责人吴志学表示，今后该县将全

面推广二维码追溯系统，所有种子生产企

业的产品都要采用二维码，进入可追溯系

统，严防不合格种子上市，确保农业增收，

农民致富。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董

艳菊石冠兵）4月10日，记者从许昌

市发改委获悉，在全省重点项目暨转

型发展攻坚观摩活动中，许昌市不仅

摘得小组第一，成为全省唯一集中观

摩的省辖市，而且已连续5年获得该

观摩活动小组第一。

根据省委、省政府安排，今年的

观摩活动采取分组观摩和集中观摩相

结合的形式进行。其中，在分组观摩、

考评、打分后，许昌市与郑州市、商丘

市、鹤壁市分列各小组第一。4月8

日，许昌市作为全省4个小组第一的

唯一代表，接受了全省集中观摩。

近年来，许昌市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以五大发展理念

为引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打好“四张牌”为总要求，按照

“拉高标杆、做强产业、两手发力（开

放招商和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工

作思路，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提高供给质量效率，转

型发展初见成效。2016年，全市生

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居全省

第1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居全

省第二。

全省重点项目观摩活动结果揭晓

许昌市连续五年获小组第一

种子有了“身份证”扫描二维码辨真伪新乡县

本报讯 （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李均友

雪艳丽）一株株猕猴桃伸开了藤蔓沿绳攀

登，一丛丛甘蓝青翠欲滴，一棵棵红菠菜长

势正旺，葡萄、苹果盆栽正在试验种植……4

月7日，走进灵宝市阳平镇庙底村党支部书

记赵自让的现代化温室，生机盎然的景象令

记者眼前一亮。

全钢架结构，保温板覆盖，看着占地近三

亩的现代化、全自动果蔬大棚，赵自让满是喜

悦。“这大棚去年年初开建，八月完成，累计投

资百余万元。儿子喜欢钻研现代农业，我们

父子俩就全身心地投入进来。以猕猴桃为长

效作物，地下闲地种植果蔬。春节前大棚里

的蔬菜已让群众尝鲜，一些菜也卖了几千块

钱。”赵自让介绍说。

庙底村地处旱塬，历来缺水，农业落

后。如今，旱塬上的一座现代化温室大棚拔

地而起，让周边群众眼界大开。群众隔三差

五走进温室品尝新引进的果蔬，学习有机果

蔬管理方法。

说起赵自让的温室，不得不提到他的儿

子——今年28岁的赵辉。几年前，赵辉在

胜利油田下属企业国外项目部任职副经理，

放着企业高管不干，为啥回村里搞农业？面

对众人的不解，赵辉却有着自己的想法。每

次回家，看着乡亲们赖以生存的苹果价格一

年不如一年，心里不是滋味，他考虑着怎么

能通过发展产业致富并带动乡亲们增收。

2016年回家探亲期间，赵辉上网查阅

资料，并向搞现代农业的同学论证后，他坚

信，现在的农村，不能只搞传统种植，一定要

走在别人前面。最终，他决定留在家乡搞新

型农业。父子俩带着村里两位村民先后到

多地参观考察，考察期间，看到当地一棵苹

果树盆景售价近三百元的时候，大家不禁感

叹，“人家的三个苹果顶咱一树苹果哩！”赵

辉也有了自己的思路：城里人喜欢种花种

草，要是我们能培育出盆景杏树、苹果树，让

城里人吃上自己亲手培育的放心果品，那村

里人就能赚大钱啦！

考察结束后，父子俩拿出积蓄迅速开始

筹划。“感谢镇上的支持，水电供应及时到

位，如今大路贯通了俺村。温室当初做的时

候，都是周围乡亲们来帮忙的，整个工程只

支付了后期焊接的六万左右，工程款大头还

有其他的工钱，乡亲们都没要。”说起温室的

建设，赵自让满是感激。

“通过盆栽水果树苗方式，让群众了解新

生事物。现在村里留守老年人居多，盆栽培

植苹果、石榴、葡萄，在简易温室里也可以培

养，技术难度不高。希望我的试验能成功，用

实际效果来带动群众的积极性。”赵自让笑着

说，“反正也就这么点东西，如果能成了，愿意

做的人也就多了，大家的收入也就上去了。”

本报讯 （记者董豪杰）灵宝苹

果、信阳毛尖、温县山药……伴随着

消费结构的日益升级，品牌成为消费

者挑选农产品的重要依据。河南，在

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过程中，

品牌农业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4月10日，记者从省农业厅获

悉，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和农业品

牌创建推进大会将于4月17日至18

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此次会议旨在总结交流各地“十

二五”以来推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和

农业品牌创建工作取得的成效、做法

和经验，研究部署新时期进一步促

进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和农业品

牌创建的目标任务、思路措施和重

点工作。会议期间，将邀请来自全

国获得省部级农业品牌称号的地方

政府、企业和协会，农产品批发市场、

连锁超市、大型电商、仓储物流等单

位参与。

在会议的现场展示方面，内容将

包括国家级农业品牌和农产品地理

标志、美丽乡村、品牌扶贫、河南农

业品牌建设成果等。此外，还将举

办中国农业品牌发展论坛，交流探

讨中国农业品牌发展重点、实现路

径等。

近年来，我省农产品加工业的快

速发展，培育出一大批豫字号农业品

牌，全省有21个农产品品牌被命名

为“中国名牌”，47个农业企业的产品

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一大

批农业企业、农业品牌享誉全国并走

向世界。“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农产品地理标

志）农产品总数2230个，基地面积占

全省耕地面积的30%。

全国农业品牌推进会
4月17日在郑召开

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和农业品牌创建

建起温室大棚 培植盆栽水果
灵宝市庙底村支书赵自让为群众致富领航

据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经李

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

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

品生产保护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全面部署粮食生产功能

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以下简

称“两区”）划定和建设工作。

《意见》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

科学划定，统筹兼顾、持续发展，政策

引导、农民参与，完善机制、建管并重”

的基本原则，力争用3年时间完成约

10.58亿亩“两区”地块的划定任务，做

到“两区”地块全部建档立卡、上图入

库，实现信息化和精准化管理。力争

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两区”建设任

务，形成布局合理、数量充足、设施完

善、产能提升、管护到位、生产现代化

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

保护区，成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稳定

重要农产品自给水平的基本支撑。

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
生产保护区将划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