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2018年11月 第3612期 今日8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41-0101 邮发代号 35-2

微
信新闻热线 0371—65795789 中原三农网 www.zysnw.cn

日 星期四 戊戌年十月十五

农村版
服务三农 第一媒体 HENAN DAILY COUNTRYSIDE SECTION

本报联系电话 总编室：0371-65795713 广告部：0371-65796176 发行部：0371-65795830 中原三农网：0371-65795715 责任编辑 张豪 图片总监 吕咏梅 版式 徐渊 校对 刘晓丽

沈丘 收割机一响 小镰刀下岗

我国将严查医疗机构等领域
欺诈骗保行为

桐柏“四好农村路”勾画乡村富美图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王向灵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40年年··巨变巨变

初冬时节，记者来到沈丘县东城办事

处李安庄村，村里干净整洁，安静祥和，青

壮年大都去了城里务工，许多留守妇女也

到村里或邻村的各类加工点当起了工

人。和村民聊起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变

化，他们说得最多的还是小麦、玉米等农

作物收割方式的巨变。农业机械化代替

了锄头、镰刀，农活轻了，农民也有了更多

挣钱的机会和时间。

今年72岁的李士民当过李安庄村的

会计，今年秋收，他家收玉米用上了多功

能收割机，再也不用掰玉米了，这可解决

了秋收的一大难题。

“过去农村每年割麦是件大事，也是

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李士民回忆说，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小麦收割以镰刀为

主，每到小麦成熟的季节，大家就忙着造

场，准备镰刀、木叉、扬场锨等收麦工具。

开镰后，麦地里男女老少，只要是能拿动

镰刀的，不论割麦快慢，一齐动手，生怕遇

到连阴天即将到手的麦子发霉变质。人

们早起晚归，中午吃罐饭，缺劳力户夜里

还要加班收割。从小麦收割到麦子晒干

穴到囤里，家里两三个劳力的，收割五六

亩麦子需要十天左右，慢了半个多月，等

麦子收完，把玉米、大豆等农作物播上，累

得躺在床上都不想吃饭。

20世纪 90年代，农村出现了小型

收割机，也就是人们平时用的手扶三轮

拖拉机或四轮拖拉机，临时装上割麦支

架，只收割秧秆，不脱粒，每趟收割6垄

麦，收割1亩小麦需要半个多小时。虽

然不用镰刀割了，但装车、脱粒等环节

一个也不能少。那时，由于农村条件还

十分有限，小型收割机的数量并不多，

一个村仅有10台左右，有的农户等了

几天也用不上，有的怕花钱，干脆仍然

用镰刀收割。

近些年，大型联合收割机唱起了麦收

的主角，人们坐在地头的树荫里吸一根烟

的工夫，整块麦地就只留下齐刷刷的麦茬

了。沈丘县有100多万亩小麦，夏收满打

满算也就四五天时间，这在过去连想都不

敢想。

东城办事处农民李保华在县城的凯

旺电子厂上班，他家里有4亩地，过去一

到夏收、秋种就发愁。后来，李保华加入

了三五农民专业合作社，把家里的地都托

管给了合作社，麦收秋管不用操心。等秋

收后，只需要扣除托管费，再决定是收粮

食还是收钱。

今年“三秋”时节，李保华一天假也没

请，照常上班。合作社托管的土地加起来

面积很大，非常适合大型农机作业，从耕

到种再到管理、收获全程机械化。“先是夏

收扔掉了小镰刀，夏收不再忙，这些年，秋

收机械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农机干的活

又快又好，农民算是彻底从繁重的农活中

‘解放’出来了。”李保华在接受采访时高

兴地对记者说。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杜福建)

近日，来自湖北襄阳的李红带着一家老少

六口，驱车到桐柏红叶景区游玩，吃农家

饭、品农家乐，临走还购买了当地的土特

产“三大辣”、豆筋、香菇、艾制品等，一家

人满载而归，十分惬意。

道路通了，旅游火了，群众富了，这

只是桐柏县建设“四好农村路”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的镜头之一。目前，桐柏县公

路通车总里程已达3178.3公里，公路密

度达166公里/百平方公里，在全市率先

实现乡镇通二级公路，村村通柏油（水

泥）路和公交线路城乡全覆盖，路网密度

和道路等级在全省县(市)中处于领先地

位，达到了“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标

准。

政府兜底，抬高标杆，密织网络，公

路建得标致。桐柏县专门成立了由县长

任组长的创建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领导小组，县委书记莫中厚、县长贾松啸

等多次进行实地踏查、现场调研和安排

部署，把“四好农村路”创建活动与全国

文明县城、国家卫生城市建设、国家园林

城市以及乡村振兴等工程紧密结合起

来，多部门协调联动，上下齐心，形成合

力。坚持“政府兜底、多元投入”的建设

机制，积极拓宽投资渠道。仅2017年，

县级财政整合资金用于乡村公路建设资

金就达4400多万元。同时，建立起了项

目建设“规划一批、论证一批、建设一批、

竣工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循环机制，

为全县交通运输事业可持续发展备足了

后劲。

严把质量，强化管理，综合整治，公路

管得精致。桐柏县交通运输局在建设过

程中，严把设计、招投标、施工、验收各道

关口，在严格落实“三同时”“七公开”制度

的同时，采取“三不五严”措施，确保建设

质量。为确保新建项目路基和路肩宽度

达到“文明示范路”创建标准，投入大量资

金，对部分路段先砌筑挡土墙进行护砌，

而后填土培护路肩，改变了部分路段多年

无路肩、无绿化和严重积水等状况。

2015年以来，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一次交

工验收合格率99%以上，未发生任何特别

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或重大质量事故，公路

质量优良率一直位居南阳市前列。

▶下转第二版

11月20日，濮阳县清河头乡娄昌湖村，谷氏杂技艺术团的小学员在认真排练。据了解，娄昌湖村有“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

处处演杂技，人人有一手”的美誉，目前全村有7个杂技团200多名演员常年在外演出。王子瑞 摄

本报讯（记者张舒娜 通讯员行海
燕）11月20日，省国土资源厅召开十大

重点水利工程用地保障动员会，对积极

主动、及时高效做好工程的用地保障工

作进行动员和安排部署，并就用地报批

和土地预审工作进行了详细解读，以进

一步明确目标任务，加速推进重大水利

工程项目用地保障工作。

为实施“四水同治”，我省今明两年

将陆续开工建设10项重大水利工程，计

划2023年全部建成投用。10项重大水

利工程分别是计划今年年底开工建设

的宿鸭湖水库清淤扩容工程和卫河共

产主义渠防洪除涝治理工程，计划明年

开工建设的引江济淮工程、小浪底南岸

灌区工程、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大别

山革命老区引淮供水灌溉工程、洪汝河

治理工程、赵口引黄灌区二期工程、黄

河下游贯孟堤扩建工程和西霞院水利

枢纽工程。

这些重大工程计划总投资343.39

亿元，治理河道及堤防889.9公顷，建设

渠道或管道1434.3公里，需占用土地

18.08万亩，工程项目投用后，我省将新

增年供水能力17.81亿立方米，新增灌

溉面积338.7万亩。

本报讯（记者田明）11月21日，记者

从省教育厅获悉，为推动职业教育更加有

效地服务我省乡村振兴战略，我省将面向

全省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所属职业院校

（含技工院校），遴选“河南省乡村振兴技能

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和“河南省乡村振兴技

能人才培养示范专业点”。

据悉，我省计划用3年时间，面向全

省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所属职业院校，

重点建设30个左右“河南省乡村振兴技

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和60个左右“河南

省乡村振兴技能人才培养示范专业点”，

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为乡

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

支撑。今年，我省将面向全省贫困地区职

业院校遴选10个示范基地和20个示范专

业点。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胡少
佳 杨晓申）“我先做个初次分拣，把直

径3厘米以上的香菇挑出来。听说咱

山窝里的香菇经过专业检测直送郑州

的五星级酒店了，能卖个好价钱啦！”

11月20日，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村贫

困户张振国一边熟练地分拣着香菇，

一边告诉记者。

今年，镇平县同富小康大数据

电商平台与河南中州皇冠假日酒

店等五星级酒店以及河南警察学院

签订了长期供货协议，将镇平的小

磨香油、空心挂面、烧鸡、黄酒、绿

豆、香菇等20余种农特产品销往郑

州市场，使该县的特色农产品标准

化、特色化、专业化、品牌化生产程

度得到大幅提升。

为确保农产品质量，镇平县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管理站在镇平县同富

小康大数据开发有限公司农产品贮藏

仓库设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室，并

配备两名专业检测人员携带农药残留

检测仪器驻守开展检测工作，保障农

产品质量安全。

11月21日，全省“中国社会扶贫网﹢电商扶贫”现场培训观摩会在沁阳市召开，与会

代表在紫陵镇坞头村头饰品电商扶贫基地参观。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吴明 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艾向
华）11月15日，在叶县常村镇艾小庄

村的标准化厂房内，伴着嗒嗒的缝纫

机响声，工人戴着无菌帽子和口罩，正

在加紧制作防尘服。

艾小庄村位于叶县西部山区，距

县城35公里。今年，在县乡政府的引

导支持下，村里建起了集体经济标准

化厂房，引来了平顶山健美无纺布制

品有限公司入驻。该公司主要以生产

手术衣、隔离衣、防护服、口罩等产品

为主，产品远销美国、法国、德国，日生

产量达13万余件。

村里建起标准化厂房，还引来了

公司入驻，这可乐坏了周边群众。“公

司实行计件发工资，上个月我挣了

3000多块呢!”贫困户李秀莲说。

目前，该公司已带动周边罗圈湾、

黄湾、尹湾、下马庄等村的近百名贫困

群众就业。“我们要把公司做大做强，

带动更多群众脱贫致富。”该公司负责

人郭甫说。

叶县“山村制造”远销海外

我省将开建10项重大水利工程

镇平“乡味”飘进五星级酒店

濮阳 小小杂技村 人人有一手

本报讯（记者田明）11月21日，记者

从省招办获悉，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对

口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简称“对口

招生”）考生信息采集启动，所有拟参加我

省2019年对口招生考试的考生均须按照

要求进行信息采集。

据悉，网上信息填报开始时间：2018

年11月22日9:00；截止时间：艺术、体育

类为11月28日18：00，其他为12月5日

18:00。资格条件申报时间：12月7日9:

00开始，12月11日18:00结束。考生通

过登录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www.

heao.gov.cn），进入“河南省普通高校招

生考生服务平台”，按要求如实填写基本

信息。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
为峰）11月20日，台前县清水河乡丁

李村举行肉牛养殖项目分红仪式，全

村59户贫困户都拿到了分红。

“我身体有病，不能出去打工，现

在政府给了一些分红，养牛给了2300

块钱，生活比以前好多了。”该村贫困

户丁敬光说。

去年11月，作为丁李村帮扶单位

的中国石化中原石化公司在该村投资

100多万元，与当地政府合作建立了

占地50余亩的清水河乡肉牛养殖集

体经济示范基地。该基地采用“基

地+合作社+贫困户”的管理模式，由

合作社统一管理、统一饲养、统一销

售，同时将全村59户贫困户全部纳入

肉牛养殖合作社，以扶贫资金入股的

方式让村民成股东。如今，该村已建

立产业带动+返还资产收益、投资分

红、兜底补助、产业辅助的扶贫机制。

台前贫困户喜领产业分红

兴产业 富农民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李汝
涛）11月21日，商水县练集镇杨庄村65

岁的老党员王继勋像往常一样早早起

床，对村内两条大街进行清扫。村里卫

生环境整洁了，王继勋也获得了额外的

“收益”，按照练集镇农村党员积分制管

理规定，王继勋的行为符合“服务群众”

项目积分，一次奉献服务能够积4分，今

年以来他已累计积48分。

今年以来，练集镇在对农村党员实

行“一编三定”的基础上，在辖区23个行

政村全面推行党员积分制管理。该镇统

一印制《练集镇党员积分管理台账》，把

党员参加组织活动、学习培训、执行组织

决议、服务群众、引领新风等工作情况如

实记载、量化计分、奖优罚劣。党员积分

分为基础积分、贡献加分、违规扣分和一

票否决四部分，计分程序以村党支部为

单位，严格按照“党员申报、支部审议、大

会评定、汇总公示、综合评定、表彰奖励”

六步骤对党员进行加减分评定，实行一

月一评、一季度一公示、一年一表彰。

“推行党员积分制管理后，每名党员

都有了自己的‘积分存折’，表现优劣一

目了然，这种动态机制让积分多的人有

动力、积分少的人有压力。”练集镇党委

书记张妍燕说。

我省遴选乡村振兴
人才培养基地

我省高校对口招生
信息采集开始

商水县练集镇 积分制激发党员新活力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记者21日

从国家医疗保障局召开的打击欺诈骗取医疗

保障基金专项行动发布会上获悉，国家医保

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专项行动“回头

看”，并已下发通知进行专门部署。

“回头看”聚焦三个重点领域：对于医疗机

构，重点查处诱导参保人员住院、盗刷和冒用

参保人员社会保障卡、伪造医疗文书或票据、

协助参保人员套取医保基金、虚记或多记医疗

服务费用等行为；对于零售药店，重点查处串

换药品，刷卡套取基金等行为；对于参保人员，

重点查处通过票据作假骗取基金等行为。

发布会还发布了国家医保局和各地打击

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举报投诉电

话。国家医保局将建立举报奖励机制，以群

众举报为重点线索，结合医保智能监控、大数

据分析、开展暗访等方式，精准锁定目标，严

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