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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主场当主角
□本报评论员宋朝

睢阳区“文”风化雨润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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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百姓宣讲活动
首场全国宣讲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侯博 沈志远 记者李
燕）一个个基层文化站在欢呼声中落成开

放，一座座主题公园在喝彩声中投入使

用，一场场惠民演出在叫好声中落下帷

幕，文化大讲堂内人流如织，智慧书屋里

人头攒动……近年来，商丘市睢阳区持续

推进以“文”化城，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不断加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悠扬的二胡和喜庆的唢呐，再加上一

段优美唱腔、一个精彩亮相，郭村镇沈梅

村乡村大舞台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到

人民中去”文艺志愿者在这里演唱正酣。

通过实行“群众为主体、政府为主导、全民

共参与”的群众文化模式，该区设立村级

文化广场，配备健身器材和娱乐设施，定

期组织艺术团队进行展演。举办党的十

九大精神文艺宣传、红色文艺轻骑兵、戏

曲进校园、夏季广场等文化活动500余

场，惠及群众达40万人。区政府购买的

送戏下乡演出全年200场，区目连戏传承

保护中心开展戏曲演出168场，让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欣赏并参与到自己喜爱的文

化活动中。

“我是第一次现场看古装戏，比想象

的好太多了！”带着儿子观看演出的观众

周红丽说。近日，宋城影剧院座无虚席，

该区自创的大型历史剧《应天骄子范仲

淹》在此巡演。该剧被列为省优秀廉政剧

目、省“中原文化大舞台”巡演剧目，斩获

省“黄河杯”戏剧大赛多个奖项。近年来，

该区紧紧围绕打造“一城阅尽五千年”的

目标定位，以第七届中国·商丘国际华商

节为抓手，大力培育文化团队，设立文化

艺术奖励和文化艺术、群众文体活动发展

基金每年50万元，列入年初财政预算。

目前，助力“两城”联创的歌曲《好人之城》

上传四个月来，累计点击量300余万次；

参与拍摄的电影《李学生》，7月16日已在

温州首映；中国·微子文化之乡的申报材

料已报送至国家和省级相关部门；《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商丘》系列丛书（26本）审

核校对工作已经结束，等待印刷。

在宋城办事处天祥社区智慧图书室

内，市民通过自助借阅设备，办卡借书只

需刷刷脸、动动手便可完成。为了打通

公共文化建设“最后一公里”，该区大力

发展公益文化事业，让群众成为文化舞

台的主角，探索建立政策指引、供需互

动、精准服务的新型文化供给方式。深

入挖掘火文化、商文化、汉文化等历史文

化资源，打造旅游文化发展新亮点。充

分发挥文化阵地作用，博物馆、图书馆、

文化馆等十余个公益场所向市民免费开

放，以应天大讲堂为依托，广泛邀请社会

各界知名人士以经典国学为主线免费授

课。此外，该区乡村大喇叭、农家书屋、

文化活动室、农民广场舞的蓬勃兴起，为

巩固农村文化阵地、丰富农民文化生活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农民丰收节马上就要到了，在

这个“农村是主场、农民是主角”的实实

在在的节日里，凡是吃饭的人都应该到

主场当主角。

粮食生产过程并不神秘，但必须有

与之匹配的足够的时长。譬如河南的冬

小麦，从播种到收获，单时间就需要八个

月；即便是生长期较短的玉米，没有四个

月也就没有那喜人的玉米棒子。

改革开放后，温饱不再是问题了。

米面充足了不说，肉蛋奶瓜果蔬菜也异

常丰富，大家开始由“吃得饱”转变为“吃

得好”，加上一直以来国人都能轻而易举

低价购入粮食以及粮食产品，粮食的重

要性便渐渐被忽视了。

一位画家不断惊叹彩虹的美丽，继

而延伸到水的神奇，当他饥肠辘辘、两眼

昏花、前胸贴后背的时候方才悟出：该回

家吃个馒头了。人体的能量主要来自于

主粮，没有能量的支撑，就没有喝水的力

气和看彩虹的眼神。

科技发展到现在，依然没有谁能把

粮食生产工业化，收获粮食，依然需要

“汗滴禾下土”。

欢度中国农民丰收节，既需要载歌

载舞，更需要赤足走在田埂上，到主场当

主角，真切体会农耕之苦与粮食的来之

不易。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 实习生冯梦
欣）喜迎中国农民丰收节，新型职业农民

展风采。9月17日，作为我省庆祝首届

“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之一的

2018年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大赛复

赛，在河南农业职业学院高新科技园开

赛。初创组、成长组、创新组共130个项

目将角逐决赛。

你的项目优势是什么、亮点在哪

里？今后发展如何规划？比赛现场，来

自省农业厅、省农科院、河南农大等单位

的专家评审在选手介绍后抛出一系列问

题。比赛采取路演直接评分法，由参赛

选手在现场以PPT形式展示项目，评审

专家直接打分，并按总分高低进行排

名。除了对项目进行评审外，专家还现

场对参赛选手进行指导。经过一天的激

烈角逐，“百村万亩花椒、中药材产业扶

贫建设”等36个项目进入决赛。

据了解，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大

赛由省农业厅等7部门联合主办，旨在

充分展示我省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风

采，进一步激发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

热情，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新型职业农

民的良好氛围。

省农业厅科教处处长胡若哲介绍

说，近年来，我省累计培训新型职业农

民53.4万人，他们在广袤的中原大地创

业创新，为推动河南农业高质量发展作

出了巨大贡献。此次比赛，报名人数

多、分布地域广、涉农领域项目门类齐

全，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能够较好地反应我省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成果。

“参赛选手中，有爱农业、有经验

的老农，通过教育培训，成为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骨干；有能创新、干创业的

新农，依托互联网+技术，投身农业；有

高学历、想务农的智农，带着对农业的

满腔热情返乡创业，本次大赛不仅是

新型职业农民展示新技术、新成果、新

成就、新风采的舞台，也为大家提供了

一个加强交流、互相学习的机会，”胡

若哲说。

本报讯（记者黄华）9月17日，记

者在正阳花生节“花生收获农机竞赛活

动”现场——县园艺场一块平坦的花生

田里看到，8台花生收获机械一字排开，

隆隆机声过后，一颗颗花生经过铲挖、

抖土等环节，白胖胖的花生果被从土中

挖出，摆堆成垄。6台经过的花生摘果

机顺着犹如长龙的花生垄，犹如少女一

般舒展手臂将长满果实的花生秧捡拾

起来，送入机仓，伴随着机器的轰鸣，花

生秧和果实迅速分离，一粒粒饱满的花

生果从机仓内蹦跳而出。

“有机械真方便，过去一家种六七

亩花生，靠铁锨挖、用钉耙刨，忙得中午

饭都得送到地头吃，就这一个月还弄不

完，现在有了花生收获机，一台机器一

天就能收获50亩花生。”慎水乡丁庄村

种粮大户王小峰说，“正是有了这些机

械，我将承包的200地种了160亩花

生，你看这花生果结的，这一亩地产量

少说得在500斤以上，比照往年的行

情，我这160亩花生能卖近30万元。”

正阳县是“全国花生第一大县”，花

生种植面积一直稳定在170万亩左右，

被誉为“中国花生之都”“中国富硒花生

产业化基地县”“中国（国际）花生交易

中心”。近年来，正阳县出台多项政策，

积极鼓励本土企业研制花生收获机械，

并建成了专门的花生机械产业园，目前

已入驻生产厂家38家，年产机械6万多

台，不但解决了本地的花生种植和收获

问题，还销往全国多个省市，就连国外

的农场主也慕名来正阳购买花生机械。

“我们以花生休闲食品、花生油脂、

花生饮料、花生保健食品为主攻方向，

引进培育花生精深加工企业，打造全国

重要的花生制品精深加工基地，通过花

生产业这个杠杆撬动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让花生产业成为正阳的脱贫攻

坚引擎。”正阳县县长王东征说。

9月16日，民权县公安局驻常东村第一书记王玉森（左）到贫困户郭国涛的蔬菜大棚里查看茄子的生长情况。驻村以来，王玉森引

资建起50座蔬菜大棚让贫困户种植，并聘请技术员进行指导，使50户贫困户实现了稳定脱贫。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张增峰 摄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 通讯员 宇
娇）9月17日，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

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总工会在

商丘市举行河南省2018年“绿色出

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启

动仪式。

今年的活动以“绿色出行，从身

边做起”为主题，通过积极推广公交

优先、绿色出行的理念和举措，推动

绿色出行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

社区、进家庭、进公共场所，提高公众

绿色出行意识。

据了解，截至今年6月，全省共有

公交车辆2.8万辆，其中绿色公交车

辆2.1万辆，占比74%，轨道交通线路

3条，通车里程2万公里，年客运量达

31亿人次。郑州等6个城市成功入

选国家公交都市创建城市，商丘等10

个省辖市6个直管县被选取为河南省

“公交优先”示范城市。

今后，我省将加快推进交通运输

结构优化，持续推进绿色交通建设，

共同构建“优选公交、绿色出行”的城

市交通文化，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出

行，为建设天蓝、水绿、新生态的美丽

河南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为认真贯

彻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9月

15日，在省污染防治攻坚办统一安排

部署下，全省组织开展生态环境违法

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专

项整治行动将按照“四个一批”要求

严厉查处各种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行

为，即：坚决打掉一批严重违法的企

业，关掉一批严重违规且不符合产业

政策的企业，停掉一批表面整改、未

完成限期整改的企业或项目，整改一

批符合产业要求、但未达标排放的企

业；同时重点整治“散乱污”和超标排

放企业、打击劣质散煤使用、打掉黑

加油站点、查处不达标排放重型柴油

货车、严管施工工地扬尘污染、严禁

秸秆焚烧等。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王
俊芳)9月14日，许昌市人大常委会、

许昌市人民政府联合举行《许昌市中

心城区河湖水系保护条例》颁布实施

新闻发布会，宣布该《条例》将于2018

年10月1日正式施行。该法规的实

施，是加强许昌水生态环境保护，提

升城市品位，维护好许昌市国家节水

型城市、国家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

点等创建成果的重大举措。

近年来，许昌市全力推进中心城

区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形成了“五湖

四海畔三川，两环一水润莲城”的水

系格局，为保护好中心城区河湖水

系，许昌市人大常委会提前介入，多

方征求意见，制定了《许昌市中心城

区河湖水系保护条例》。今年4月25

日，许昌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

议通过了该《条例》，这是许昌市第一

部地方性涉水法规。今年6月1日，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

查批准了该《条例》。《条例》共分为5

章，共46条，主要内容有规划与建设、

保护与管理、法律与责任等。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周伟
星）9月14日，“普惠金融信用乡、村”授

牌仪式在洛阳宜阳县上观乡举行，上观

乡被中国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和宜

阳县人民政府联合授予“普惠金融信用

乡”称号。

授牌仪式上，上观乡梨树沟村、柱顶

石村和西王沟村被授予“普惠金融信用

村”称号，宜阳农商银行现场为10户“信

用户”授牌并发放普惠金融授信证，同时

为5户信用户代表现场发放贷款每户5

万元。

据了解，上观乡共有8个行政村，总

户数1805户，已授信7个村、授信户数

1352户，授信率达75%，授信金额4895

万元。宜阳农商银行已在高村、上观、盐

镇、花果山4个信用乡（镇）、20个信用村

开展授信工作，授信户数6663户，授信

金额11.364亿元，用信户数3708户，用

信金额9.8865亿元。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9月16日

是第24个“国际臭氧层保护日”，当

天，我省18个省辖市环保局共同开

展了保护臭氧层知识进企业、进学

校、进社区主题科普宣传活动。

在郑州市高新区格力电器（郑州

有限公司）厂区，工作人员向职工讲

解了国家和我省减少消耗臭氧层物

质生产、使用、销售、报废回收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制度，宣传普及臭氧层空

洞对身体健康带来的危害，倡导绿色

健康的生活方式。

据了解，消耗臭氧层化学物质

广泛应用于制冷、泡沫、清洗、消防

等行业，随着保护臭氧层意识的不

断提高，控制和减少消耗臭氧层物

资排放、推广替代的产品和新技术

成为相关产业的政策导向，企业有

责任减少消耗臭氧层物质的使用，

履行国际公约。了解到现状的企业

员工纷纷表示，格力作为制冷行业

的龙头企业，在今后的生产过程中

要积极使用替代产品，更好的保护

环境。

谈创业梦想 绘创新蓝图
河南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大赛复赛中牟开赛

我省启动绿色出行宣传月活动

宜阳县上观乡

获授“普惠金融信用乡”

许昌“水法”10月起实施

我省开展保护臭氧层宣传活动

我省开展环境违法专项整治

正阳县
收花生不再“刨挖”

守护碧水蓝天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由中宣部、全

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举办的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百姓宣讲活动首场全

国宣讲会，17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

据介绍，百姓宣讲活动是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一项重要

内容，通过组织干部群众以真人、真事和真实

情感，讲述在改革开放中的生活变迁和奋斗

故事，展现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投身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实际行动

和良好风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宣讲会上，“时代楷模”汪勇，“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余留芬等7位典型，以亲身经历讲

述了在改革开放一线的奋斗故事，集中展现

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引起在场观众的强烈共

鸣和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