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力以赴迎“三夏”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5月13日，南

阳市卧龙区与南阳师范学院举行战略合

作协议签订仪式。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

签订，旨在吸纳高校人才，借力智慧支持，

广开进贤之路，吸引更多的人才到卧龙区

创新创业，推动卧龙人才活力竞相迸发、

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据了解，卧龙区确立了建设“首善之

区、美丽卧龙”的奋斗目标，已经成为干

事创业、建功立业的蓬勃热土，迫切需要

各类优秀人才投身“首善之区”的建设。

南阳师院根植卧龙，情系故土，人才富

集，专业众多，长期以来秉承“博学求是，

笃行自强”的校训，坚持“博大、厚重、睿

智”的大学精神，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

卧龙区委书记高贤信表示，希望以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为契机，让卧龙区

与南阳师范学院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在

挖掘诸葛躬耕文化、助力月季艾草产业发

展、统筹众创资源、加快创新创业等方面

达成更加深入的合作，实现互利发展。作

为八方来客投资兴业的热土，卧龙区将以

最大的热情和诚意，为专家教授来卧龙创

新创业搭建最宽广的舞台、提供最优质的

服务、创造最舒心的环境，真正实现“才聚

躬耕地，智融卧龙岗，校地共奋进，再创新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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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贫困人口大病救治增加4个病种

郏县 35年演绎恒压喷灌不老传奇

来自郏县水利的报道

我省410万台农机备战“三夏”

商水 特色种植效益高

驻马店市驿城区

城乡结对帮扶 携手共奔小康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宁建鹏李建锋

全力备战“三夏”生产
持续抓好秸秆禁烧

不经意间，田野的麦穗已经开始变

黄。阵阵轻风吹过，夹杂着浓浓的麦香，

扑面而来，沁人心脾，五月的天中大地处

处呈现出一派丰收前的喜人景象。

驻马店市驿城区老河乡双腾农业种

植合作社的30座高标准香菇大棚，在阳

光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大棚内46岁的

贫困户崔顺利嘴里哼着小调，双手不停地

忙碌着。他说，在家门口打工，每月不但

有3000元以上的收入，还不耽误照看孩

子。“有了这份工作，俺一家脱贫摘帽指日

可待……”崔顺利憨厚的笑容里充满自

信。

“这是我们驿城区实施‘城乡结对帮

扶携手奔小康’活动后，对口帮扶单位东

风办事处投资帮建的香菇种植基地。”老

河乡副乡长郭遂群说。

2017年7月，驿城区制定实施了以

解决突出制约问题为重点，以落实到村到

户帮扶措施为抓手的“城乡结对帮扶携手

奔小康”活动方案，组织城区街道与8个

乡镇结成帮扶对子。

“过去乡镇为了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

大贡献，按照‘一切工作为了脱贫攻坚、一

切工作围绕脱贫攻坚、一切工作让位脱贫

攻坚、一切工作保障脱贫攻坚’的要求，我

们驿城区通过城乡结对帮扶活动，利用城

区街道办事处自身的资源、资金等优势反

哺农村乡镇，让市民、农民共携手，齐头并

进奔富路，确保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驻马店市副市长、驿城区委书记贾迎战

说。

东风办事处和老河乡结成帮扶对子

后，决定发挥当地有种植香菇传统的优

势，大力发展香菇种植，通过香菇产业实

现老河乡脱贫目标。

2018年，东风办事处先后分两期投

入100万元，在南板桥村建起了香菇种植

基地，引进了香菇种植龙头企业双腾农业

种植合作社入驻基地，先后吸收安置本地

包括70多个贫困户在内的200多名农民

进入合作社务工，不但农民每年都有万元

以上的务工收入，村集体每年还能从合作

社分红6万元。

装箱、过磅、打包、发货……在南板桥

村扶贫车间内，河南小马过河商务有限公

司的工人正娴熟地将一箱箱包装好的“菇

掌柜”香菇打包外运。

东风办事处帮助该村建起扶贫车间

后，引进了这家专门做网上农副产品销售

的电子商务公司，仅春节前后，该公司就

为本地菇农销售香菇30多万元。

自2017年结对帮扶以来，东风办事

处已先后为老河乡投入帮扶资金180多

万元，占该乡年收入的五分之一。资金的

注入推动了老河乡香菇种植业的迅猛发

展，每年该乡香菇的销售额在亿元以上，

小香菇成了老河乡的支柱产业。

地处丘陵地带的沙河店镇刘河村由

于土地贫瘠，全村3800多人守着7000多

亩丘陵地讨生活，曾经贫困人口就有

1156人，是当地出了名的深度贫困村。

5月13日，记者行走在刘河村的村道

上，宽敞的水泥路面上一尘不染，道路两旁

新栽的各色花木郁郁葱葱，犹如一个个尽

职的哨兵，静静地守护着村庄。粉刷一新

的白色墙壁上，绘满了一幅幅以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反腐倡廉及扫黑除恶为主题的

宣传画，成了刘河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黄华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5月14日，

记者从全省“三夏”生产工作电视会议

上获悉，“三夏”期间，我省将投入410

万台（套）农机具，其中联合收割机18

万台，确保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8%以

上，玉米机播率稳定在90%以上，同时

力争小麦秸秆综合利用和花生机播再

上新台阶。

据悉，为备战“三夏”，省农机部门

从3月中旬开始发放7万张跨区作业

证，满足了部分机手先行南下云南、广

西等地跨区作业的需要；组织动员农

机合作社、农机大户等农机社会化服

务组织，组建跨区作业队，与村组、农

户签订作业协议。目前，全省已签订

协议面积2800余万亩，检修各类机械

260多万台，培训各类农机人员18.6

万人。

省农机局局长凌中南表示，各市、

县“三夏”农机会战指挥调度办公室要

及时投入运转，安排人员24小时值

班；出现突发天气和局部机械短缺，要

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充分利用各类

媒体及时发布各地麦收进度、机具供

应、天气路况等信息，引导收割机合理

流动。

35年前，她作为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施

工的水利工程在郏县堂街镇“诞生”后，当年9月11

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我国第一座恒压喷

灌试验工程在河南省郏县建成》的消息。

35年来，这个设计寿命只有15年的水利工程，

却一如既往地像老黄牛一样，年年为灌区群众送甘

霖、送丰收，灌溉面积由建成时的6397亩扩大到3.3

万亩，累计为群众供水4000多万立方米，节水2700

万立方米。由于她的滋润，这里成了享誉全国的“山

儿西烟”种植基地，烟叶累计增收1.9亿元，综合经济

效益达2.6亿元，是工程初期投资的168倍。这个不

老传奇就发生在堂街镇的恒压喷灌工程灌区。

始建，缘于这里干旱少雨

堂街镇位于紫云山西麓，属浅山丘陵区，成井条

件较差，加之这里干旱少雨，位于堂街镇东部紫云山

西麓的数千亩耕地，在1984年以前只能望天收。

1981年前后，经水利部专家考察论证，郏县确定

在堂街镇紫云山西麓利用北汝河水资源，建设全国

第一座恒压喷灌工程。该工程总投资155万元，

1982年12月动工，1984年6月竣工，设计灌溉面积

7000亩，使用年限15年。工程水源地泵站位于堂

街镇孔湾村北的北汝河岸边，汝河水经建在岸边的

泵站提水后，经过加压，利用架设的2200多米长的

输水管道，把水提升到建在高差58米的蓄水池里，

灌区群众在干旱浇灌时，利用埋在地下的11条总长

17000多米的田间固定管网，把水引导需要灌溉的

农田里。

记者来到位于堂街镇堂东村的郏县恒压喷灌

工程管理处，在灌区水情展馆里，四周墙壁上悬挂

着恒压喷灌工程的发展图片和文字说明，一个20多

平方米的沙盘上，立体化描述了郏县恒压喷灌工程

的详细位置、工程概要和灌区情况。郏县水利局局

长王伟说，目前郏县恒压喷灌工程已被省水利厅确

定为“河南省第二批水情教育基地”。

管护，35年如一日的坚守

郏县县委书记丁国浩说：“郏县恒压喷灌工程

之所以能长期发挥作用，是因为郏县历届党委、政

府始终把它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去管理维护，发现问

题及时修缮，管理体制不断创新。”

为加强对恒压喷灌工程的管护，郏县恒压喷灌

工程自建成开始，就组建了副科级管理机构——郏

县恒压喷灌工程管理处。同时，及时把懂技术的人

员调配到恒压喷灌工程管理处。20世纪九十年代，

该县在县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每年还定补给管

理处4万多元的办公经费和工程维修养护经费。

是设备就有老化的一天。到2003年时，恒压

喷灌工程已运行20多年，其机泵、电力等设备已严

重老化，效益衰减。为此，2003年以来，郏县筹措资

金数千万元，对恒压喷灌工程泵站和田间管网不断

进行技术改造和扩建。经过改造和延伸后的恒压

喷灌工程，铺设输水干管12000多米，田间固定管

道 23000 多米，给水栓近 700 个，3个共可蓄水

11500立方米的蓄水池保证全年365天全额蓄水，

延伸节水灌溉面积6000多亩。

刷卡，让灌区群众降费又丰产

5月11日，记者来到堂街镇张沟村的半山坡

上，48岁的烟农魏进功正在给80亩烟叶浇水：“三

年前，俺这里的地还没被恒压喷灌工程覆盖。2015

年，县里再次对灌区实施改造，延伸了地埋管，在山

顶上又建了一个蓄水池，还建了节水灌溉设施。如

今，俺要是想浇地，拿着IC卡到前面的房里一刷，水

就留到了地里。三年来，俺的每亩烟地净收入达五

六千元。”

为实现节水灌溉，2015年，该县投入数千万元，

在灌区大力实施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建成了蓄水池

2座，铺设地下管道33500米。利用地形高差实施

自压喷灌、微喷，新发展节灌面积6500亩。为确保

灌区水源供应，2017年，该县又投入近3000万元，

在北汝河孔湾河段新建一座坝宽270米、蓄水深4.5

米的抗旱应急提水工程，蓄水量188万立方米，为

恒压喷灌工程提供了可靠水源。

“农民用IC卡智能灌溉，不仅节约了水资源，还

降低了灌溉支出。如今的恒压喷灌工程灌区已覆

盖堂街镇、李口镇20多个村的3.5万名群众，为山丘

缺水地区粮食稳产高产和发展经济作物提供了可

靠的水利保障。”郏县县长王景育说。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国家卫生健

康委联合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医保

局日前就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做

出新部署，提出将救治病种扩大到25种。

记者从国家卫健委获悉，2019年农村贫

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的25个病种包括：儿童

先心病、儿童白血病、胃癌、食道癌、结肠癌、

直肠癌、终末期肾病、肺癌、肝癌、乳腺癌、宫

颈癌、急性心肌梗死、白内障、尘肺、神经母细

胞瘤、儿童淋巴瘤、骨肉瘤、血友病、地中海贫

血、唇腭裂、尿道下裂、耐多药结核病、脑卒

中、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艾滋病机会感染。其

中，后四种为今年新增病种。

新部署要求，对2019年新增病种和新发

病患者，各省要尽快摸清底数，实行建档管理，

发现一例，建档一例，治愈一例，销号一例。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郭
志国）“今年我市将继续实行小麦最

低收购价政策，中等质量小麦每公斤

2.24元；要积极做好夏粮收购准备工

作。”5月13日，在舞钢市粮食局组织

召开的夏粮收购工作座谈会上，该局

局长邢国勤叮嘱与会的粮食企业负

责人。

据了解，今年舞钢市小麦种植面

积23.7万亩，主导品种有百农207、百

农4199、郑麦366、西农979等，今年

小麦长势整体比上年好，预计亩产

370公斤，总产近9万吨，商品量6万

吨。

近期，该市组织召开了仓储、加

工、转化等粮食企业负责人座谈会，

分析夏粮收购面临的形势，研究部署

收购准备工作。加大粮食市场监管

力度，组织执法人员到辖区35家粮

食收购库点巡回检查，督促企业自觉

遵守“五要五不准”收购守则，严格执

行质价政策，维护收购市场秩序。

加快推进4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建

设力度，积极为农民提供清理、干燥、

加工等社会化服务，促进粮食提级进

档，取得效益最大化。截至目前，全

市已准备有效收购仓容近5万吨，协

调意向启动资金200万元，培训人员

60余人次，检修保养机械仪器设备

110余台。
5月13日，游客在商水县汤庄乡刘口村的种植基地内采摘桑葚。近年来，该县引导农户发展特色水果种植与休闲采摘，每亩产值

近万元。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刘飞摄

不负重托不负重托 让中原更让中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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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区与南阳师院
开展校地合作

舞钢腾仓并库备收夏粮

本报讯（记者李政）5月14日，省政

府召开“三夏”生产和秸秆禁烧暨第二届

中国粮食交易大会筹备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副省长武国定参会并讲话。

武国定表示，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

生产大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意义

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今年两会河

南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提出“要扛稳粮食

安全这个重任”，这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河南加强农业特别

是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殷切

期望。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省委十届九次全会部署上来，全

力抓好“三夏”生产工作，为夺取全年粮

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就做好“三夏”生产和秸秆禁烧工

作，武国定指出，去年麦播以来，全省各

级各部门及早安排部署，狠抓措施落

实，小麦生产保持了良好态势。各级各

部门要倍加珍惜这一良好局面，全力备

战“三夏”生产，持续抓好麦田后期管

理，科学组织机收会战，积极推进秋作

物结构调整，抢时开展夏种夏管，稳步

提升粮食产能，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

面有新担当新作为；要切实抓好夏粮收

购，及早做收购准备工作，严格执行国

家收购政策，积极组织市场化收购，切

实维护夏粮收购秩序，着力抓好小麦专

收专储，确保农民增产增收；要持续抓

好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在巩固好去年

成果的基础上，对今年禁烧工作早安

排、早动员、早部署，做到责任落实到

位、宣传引导到位、快速处置到位、处罚

问责到位、综合利用到位，力争实现零

火情。会议还对第二届中国粮食交易

大会筹备工作作了安排部署，要求各地

各相关部门要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

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大会办出

特色、办出实效。

武国定在“三夏”生产和秸秆禁烧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