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田明）6月4日，记者

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2019年具有中等

职业教育学历教育招生资质的学校名单

公布。今年，我省392所学校具有中等

职业教育学历教育招生资质，其中包含

337所中等职业学校（其中，省属学校29

所，郑州市59所）和55所高职学校中专

部。

按照要求，对未列入名单的学校或

教育机构不具备2019年中等职业教育

学历教育招生资质，2019年不得进行中

等职业教育学历教育招生。对违规招生

的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将依法取缔，所招

学生不予注册学籍，不予承认学历，不享

受国家资助和免学费等政策。河南省

2019年具有中等职业教育学历教育招

生资质的学校名单可通过河南省教育厅

官方网站、河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网、河南省高中阶段教育招生信息服务

平台查询。

本报讯（记者杨青）为预热第十一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召

开，提高民族体育竞赛水平，6月4日，

2019年“民体杯”全国珍珠球邀请赛在

郑州师范学院开赛。

据了解，此次比赛为期三天，共有海

南、辽宁、江苏、贵州、吉林、宁夏、重庆、

广西以及东道主河南等9支男子珍珠球

代表队参加本次比赛。比赛分两个阶

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赛，第

二阶段由两个小组的优胜者进行决

赛。参加此次“民体杯”邀请赛的河南

代表队共有14名队员，其中11人为少

数民族运动员。

珍珠球原名为“采珍珠”，是满族流

传下来的体育项目，由满族先祖采珍珠

的劳动演变而来。除了珍珠球比赛之

外，2019“民体杯”全国龙舟邀请赛、独

竹漂邀请赛将于6月24日至28日在郑

东新区龙湖水域举行。

5月末，产粮大省河南进入了忙碌的

夏收时节。在河南省唐河县焦庄村，身

穿黑色连衣裙、灰色高跟凉鞋的农民郭

改声，轻松地挥动铲锹平整晾晒的麦

粒。在她身后，60多亩麦田静静地在阳

光下闪烁着耀眼的金色——除了几台收

割机紧张地穿梭作业，广袤的田地看不

到几个劳作的农民。

近年来，每逢种植或收获高峰期，在

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粮食主产区，越

来越多出现类似“农忙不见人”的场景，

与城市人心目中忙碌辛劳的抢种、抢收

画面大相径庭。

今天谁在种粮？未来谁当农民？

手拿着镰刀没活儿干，“农忙
不见人”在多地成常见画面

河南省新蔡县砖店镇的一片麦田

旁，63岁的农民陈来背着手，在女儿陈

小兰的陪伴下眺望远处隆隆作响的收割

机。前几天，陈来把腿摔伤了，陈小兰从

广州匆匆赶回来帮父亲收麦子。可没想

到，还没赶到麦地，家里的13亩小麦已

经快收完了。

“现在全部机械化，收麦真是用不上

人了。”陈小兰拿着镰刀本想收一下机器

到不了的边角地，没想到收割机一溜烟

收得干干净净。而且，小麦在地头就卖

给粮食经纪人换成了钱，令她感慨不已。

事实上，无论春耕还是夏收、秋收，当

下农田里看到的都是现代化的农机具，

“耕、耙、耖”这些老农具都成了稀罕物。

还有比陈来家更轻松的。周口市的

农民于德军全家都在湖北打工，家里的8

亩地托管给了一家农机合作社。一亩地

支付400元，合作社便提供从种到收全程

服务。于德军连老家都没回，地里的小麦

不仅亩产稳超550公斤，8000来块的小

麦钱也直接打到了他的银行卡上。

如今，“农忙不见人”在全国多地成

常态。在新疆，春耕春播的农忙时节，田

间地头看不到几个忙碌的农民，取而代

之的是用上了北斗导航播种的“智慧农

机”；在山东，一个种粮大户利用收割机，

3天就能收完560多亩小麦；在河北，收

割机进度飞快，而且作业数据可实时传

输到农机合作社负责人手机上。

农业农村部统计显示，2018年麦

收，大规模小麦跨区机收从启动到进度

过8成仅用时17天，有5天日机收面积

超过2000万亩，创历史新高。今年，农

业农村部预计全国将有1630万台农业

机械投入“三夏”生产，其中联合收割机

64万台，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27万台。

“麦假”成历史，农业“机器换
人”进程加速

在基层农业部门工作35年的任希

山还记得，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每到

麦收，农村学校还有“麦假”，不少单位和

企业也会放假让职工回家收麦。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6月4日，记者从

省农机局获悉，截至当日，全省已收获小麦

4723万亩，约占种植面积的55%，机收率达

到99%。

据了解，当日全省共投入小麦收割机14

万台，日收获小麦967万亩。目前，信阳市和

新蔡县的麦收已基本结束；平顶山市已收获

小麦242万亩，占播种面积的93%；驻马店市

已收获小麦866万亩，占播种面积的85%；郑

州市已收获小麦 140万亩，占播种面积的

76%；许昌市已收获小麦252万亩，占播种面

积的74%；洛阳市已收获小麦262万亩，占播

种面积的71%；漯河市已收获小麦154万亩，

占播种面积的66%；开封市已收获小麦182

万亩，占播种面积的50%；周口市已收获小麦

423万亩，占播种面积的44%；商丘市已收获

小麦156万亩，占播种面积的21%；鹿邑县已

收获小麦75万亩，占播种面积的66%；巩义

市已收获小麦21万亩，占播种面积的63%；

汝州市已收获小麦40万亩，占播种面积的

52%；长垣县已收获小麦26万亩，占播种面积

的31%。

6月4日，在宁陵县程楼乡朱庄村的一处

麦田里，43岁的农机手高永光正驾驶着他去年

购买的谷王TB70收割机为群众收割小麦。

高永光说，2012年，他购买了第一台每秒

喂入量3公斤的小麦收割机，每年除了在村里

及周边乡镇收割小麦外，还会去山东曹县等地

收割小麦。“随着小麦收割机不断出新，每秒喂

入量5公斤、6公斤、7公斤的小麦收割机相继

上市，一代比一代先进、一代比一代马力大、一

代比一代效率高，俺一咬牙，也在去年3月更换

了每秒喂入量7公斤的谷王TB70收割机，动

力更强了，效率更高了。”高永光说。

在刘楼乡符老楼村的麦田里，记者一眼就

看到了一台大型收割机在麦田里驰骋，这台每

秒喂入量 8 公斤的大家伙就是谷王极光

TB80B小麦收割机，是村民符金虎6月2日才

购入的，购买当天就开始“下地干活”。

2014年，符金虎曾购买了一台每秒喂入

量6公斤的小麦收割机，为拓展业务量，今年他

又筹资13万元购买了最新、最大喂入量的谷王

极光TB80B小麦收割机。“这台机子动力大，

驾驶更加轻盈，收割效率更高，收一亩麦子只

用8分钟，一天收割120亩没问题！”符金虎对

新机械赞不绝口。

宁陵县谷王小麦收割机经销商王自兵告

诉记者，今年以来，他共售出小麦联合收割机

50台，其中谷王极光TB80B小麦收割机就占

44台，备受农民欢迎。

本报记者杨远高文/图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武芳）

6月4日，记者从许昌市发改委了解到，

今年许昌市结合全市粮食收购工作实

际，提前谋划，及早安排，扎实做好夏粮

收购各项工作。

为做好夏粮收购工作，许昌市发改

委多次召开会议并作出具体安排。组

织开展全市空仓情况和农户存粮情况

调查摸底，全面掌握夏收备仓和农民余

粮状况；采取腾仓并库、调销减库、仓容

建设等措施，腾备空仓80多万吨（其中

可用于托市33.57万吨、其他46.43万

吨），准备输送机、磅秤、检化验设备等

器材1950多台（套），确保满足夏收需

要；确定第一批上报最低收购价收购库

点43个，并在库点分布上努力做到相

对均衡合理，尽量方便群众售粮。同

时，按照今年夏粮收购计划，许昌市发

改委主动与中央储备粮许昌直属库有

限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许昌市分行

进行会商，确定首批收购资金授信额度

18亿元。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许昌市分

行表示，根据收购进度需要随时增加授

信贷款，确保满足夏粮收购需求。

“我们将认真执行今年国家的夏粮

收购政策，密切关注小麦市场行情。待

我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后，市场

价格连续三日低于国家公布的三级小麦

最低保护价每市斤1.12元时，根据国家

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预案，及时启动小

麦最低收购价收购。”许昌市发改委相关

负责同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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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安天下 河南担当

来自来自““三夏三夏””一线的报道一线的报道

预热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

全国珍珠球邀请赛郑州开赛

夏收“农忙不见人”，“种粮人”在哪里？

大喂入量收割机 下地干活真给力

我省麦收已过半

我省今年392所学校
具有中职招生资质

6月3日，正阳县大林镇涂楼村村民刚收完小麦，就忙着在水田间插秧。眼下,该县沿淮各乡镇村民趁天抢时，麦收后及时整田插秧，20多万亩麦茬水稻迎来“三夏”插秧高潮。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王珺摄

谷王极光TB80B小麦收割机在田间作业

新华社记者林嵬宋晓东于文静

新华社郑州6月4日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3日至4

日在河南调研农业生产工作。他强调，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加强指导服务，全面做好夏收、夏种、

夏管等各项工作，为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

农产品有效供给奠定坚实基础。

胡春华先后来到许昌市长葛市、建安

区、鄢陵县和开封市兰考县的农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种植基地、养殖小区、农业产业龙

头企业，察看小麦机收和农机作业服务现

场，实地了解农作物良种生产推广、家庭农

场与合作社运营、农副产品深加工等情况。

胡春华指出，当前正值“三夏”大忙时

节，要立足抗灾夺丰收，加强夏粮后期田

管，严密防范干热风、倒伏、烂场雨等灾

害。要精心组织跨区机收，搞好信息引导

和机具调度，全力以赴抢收进仓。要抓好

夏季粮油收储工作，落实收购政策，保障农

民利益。要及早做好夏播物资和技术准

备，发挥农机作用，加快播种进度，提高播

种质量。要加强病虫害防控，特别是要全

面落实好草地贪夜蛾应急防治、统防统治、

联防联控措施，已发生区域要加强防治，未

发生区域要切实做好防控准备。要加快培

育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加强农业社会

化服务，努力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和效益。

胡春华在河南调研时强调

全力以赴抓好“三夏”农业生产
许昌腾仓并库迎夏粮收购

确保农民粮卖得出钱拿得到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李健董
森张依然）6月4日，中建三局中原分公

司承建的河南省科技馆项目工地上，举

办了“迎端午和农民工一起做香包、包

粽子”活动，省科协代表、参建单位和工

友代表共60多人参加活动。

早上8时，项目部的工作人员就把

制作香囊所需要的针线和布料准备

好，工地厨房的师傅也把粽叶、糯米及

馅料摆放好。来自焦作的钢筋工何刚

选择了针线和布料制作香囊，说要回

家送给媳妇，还有一些工人选择了包

粽子，大家围在一起，感受着包粽子的

乐趣。虽然很多工友都是第一次动手

包粽子，动作并不娴熟，但是经过学

习，他们很快把一个个粽子摆满了餐

桌，经过加工煮熟，大家一起品尝了自

己的劳动成果。

工人靳英峰告诉记者，做这个行

业有十来年了，几乎每一个端午节都

在建筑工地上度过，这次公司安排工

友们一起做香囊、包粽子，感觉特别温

馨。中建三局中原分公司工会主席司

清海说，建筑工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

为了城市建设常年奔波在工程一线，

项目部通过做香囊、包粽子这种形式，

让工人们在异地感受到了温暖和关

爱。

温馨迎端午 工地粽飘香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新
强）“谢谢卫东区对我镇扶贫工作的大

力支持。”5月31日，接过写有“卫东区

结对帮扶鲁山县张良镇扶贫资金40万

元人民币”红底黄字的小牌子，鲁山县

张良镇镇长魏建运再三表达谢意。

2018年 5月，平顶山市卫东区开

始结对帮扶鲁山县张良镇、马楼乡和

磙子营乡。结对帮扶工作一年来，该

区四大班子领导经常带队深入一线，

围绕推动产业发展、开展转移就业、加

强人才支援、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开展

社会帮扶五个方面，帮助制定脱贫规

划，谋划脱贫举措，强化帮扶措施。为

帮助解决三个乡镇脱贫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该区去年7月20日捐赠扶贫资

金 90 万元，日前又捐赠 3 个乡镇共

120万元。

平顶山市卫东区

“真金白银”帮扶鲁山县三乡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