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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左瑛君
李全林）“跟着博士学种田，瓜儿甜来心也

甜。”6月9日，长葛市石象镇上官曹村55

岁的村民马宝珍告诉记者，如今他每天在

蔬菜专家的指导下管理着瓜菜果蔬，心里

格外高兴。去年，马宝珍家的耕地全部流

转给了河南鼎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种

子基地，除了每亩每年1100元的土地流

转金外，跟着博士种田每月还可以有两三

千元收入。

近年来，长葛市围绕“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总目标，根据农民的种植、

生活习惯，一村一策，一村一品，休闲旅

游、种业小镇、蜂业小镇……农村有了绿

色家园，农民有了绿色银行。

持续推进“绿满长葛”，全面打造环境

优美、功能完善、生态宜居的新农村。长

葛市在抓好乡村宅旁、村旁、路旁、水旁

“四旁”绿化工作中，着重开展“果树进村”

计划，采取“政府补一些，镇村补一些，群

众拿一些”的模式，鼓励群众在乡村主干

道两侧、房前屋后、闲置空地种植果树，建

成了一批环境优美、特色鲜明、四季有景、

花果飘香、富裕和谐的绿色生态乡村。

推动农业提质增效，让耕地成为农民

的绿色银行。长葛市有耕地67.5万亩，基

本农田59万亩。该市一方面加大对涉农

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推进农产品精深

加工，拉长产业链条，另一方面大力发展

都市生态农业，今年重点打造的3个千

亩以上、10个百亩以上的生态农业示范

园区已初见成效。其中以石象镇种业小

镇为基地，充分发挥鼎优农业公司科技

研发新品种、原种回收推广优势，采取

“公司+基地+育种大户”模式，成立了种

业发展联盟，在12个镇的78个工作区全

面推进育种基地建设。鼎优农业公司为

每个镇配备两名技术员，加强技术指导；

对流转育种的土地，该公司和长葛市财

政每亩各补助20元，并购买农业保险；

对能够从事农业劳动的贫困劳动力，安

排长期工和季节性短期工，确保了群众

稳定增收。

据了解，长葛市363个行政村已建成

文化大院311个，覆盖率达85%。依托文

化大院，各村都组建了盘鼓队、秧歌队、军

乐队、广场舞队等文体团队。“孝道文化大

餐”“文明长葛·欢乐中原”“舞台艺术送农

民”“快乐星期天”“农村数字电影放映”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百姓大舞台”“趣

味运动会”等一批品牌文化活动好戏连

台。

目前，长葛市已成功创建省级生态镇

10个、省级生态村35个、许昌市级生态村

160个；建成美丽乡村示范村76个、达标

村230个，被评为全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市。

“长葛市围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的总目标，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

求，突出‘生态、文态、业态、形态’等多态

合一，全域一张图，推动长葛乡村振兴工

作走在前列，干在实处，让‘绿富美’的愿

景变成实景。”长葛市委书记尹俊营说。

长葛 走好生态路 奔向“绿富美”

6月10日，众多印有“淮辉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字样的大型秸秆打捆机在淮

滨县的麦田里作业（上图），很快，一捆捆

麦秸捆整齐地排列在田间。

淮滨是弱筋小麦生产大县，每年麦

收季节，县、乡、村三级都要动员防范秸

秆焚烧。2015年，该县返乡创业人士黄

超在马集镇项园村注册成立淮辉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打草生产生物颗粒。

在新里镇麦收打草现场，农民李秀

丽说：“她家里有十多亩地，以前麦收后

要用大量的人工清理地里的秸秆，既耽

误种地又很累。如果麦秸清理不干净，

地里还会有虫害。自从淮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免费帮群众清理秸秆以后，田间

地头乱堆的秸秆不见了。”

黄超告诉记者，今年的收割机基本

都装了刀，收割时把秸秆粉碎，打草机就

无法清理干净。为了让夏收和秋种及时

顺利进行，新里镇党委书记简洪伟一边

抓麦秸禁烧工作，一边安排镇领导班子

协调收割机卸刀进田。由于收割机分布

比较散，新里镇周小庄村第一书记胡玉

亮、新里镇新里村村干部李炳春和董焕

国等也逐个同收割机确认作业情况，为

秸秆打捆创造了有利的工作环境。

据了解，打捆的秸秆可作饲料，可作

清洁颗粒燃料，也可加工成建筑用装饰

板材，该项目不仅带动了当地贫困户就

业，还使原来废弃的秸秆成了增收的来

源。

本报讯（记者田明）近期我省小麦

即将全部收获完毕，全省以晴到多云天

气为主，对小麦晾晒较为有利。6月10

日，省农业气象专家提醒农民朋友，各

地应根据天气情况抓紧晾晒，力争颗粒

归仓，保住丰收果实。

根据预报，本周全省以分散性阵雨

或雷阵雨降水天气为主，基本无大范围

强降水天气过程，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

偏少，平均气温近常年同期或略偏高。

根据当前墒情，从现在至6月16日，豫

北、豫西北、豫西部分地区及豫东局部

存在不同程度旱情，豫西局部土壤相对

湿度将降至50%以下，为中度干旱；其

他地区土壤墒情适宜。

省农业气象专家表示，夏种工作已

全面展开，各地要趁墒抓紧播种，将播

期尽量提前，以保障秋季作物积温需

求。此外，要做好夏播作物苗期管理，

已完成夏种的田块，要注意查看田间出

苗情况，确保苗全苗均。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付忠于）

“我这块地，收割机转一圈就能接一车斗

（小麦），亩产可达1500斤。”6月5日，在

汝南县留盆镇冀店村，一脸黝黑的刘计

划指着正在麦田作业的收割机高兴地

说，“我流转900多亩地，今年是第10个

年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收成，平均亩

产1200斤！”

“今年小麦能大丰收，县里统一组织

的‘飞防’起到了关键作用。”留盆镇冯湾

村党支部书记冀四清说，“小麦几乎没有

病穗，颗粒饱满产量高。”据了解。去年

麦播以来，该县先后出台一系列文件强

化粮食生产措施，县农业农村局派出79

名农业技术员分包17个乡镇（街道）274

个村（居），对农民全程做好技术服务，加

强对粮食生产的指导。该县在先后投入

资金1.1亿元用于提升农田水、电、路、

井、桥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针对今春

农业部门预报将有赤霉病发生的预报，

在省里下拨543万元专项资金的基础

上，县财政又配套资金1312万元，对全

县小麦统一进行飞机喷防。

东官庄镇李寨村贫困户赵如意家常

年种植小麦11.5亩，由于缺少技术，产

量一直徘徊在800斤左右。技术人员

与其结成对子后，对他进行科学指导，

今年小麦平均亩产达1168斤，亩增效

益 400多元，仅小麦一项就增加收入

4600余元。

据统计，今年该县共种植小麦122

万亩，全县平均单产575公斤、总产量7

亿公斤，分别较去年增加83.3公斤、1亿

公斤，增幅分别达16.9%、18.49%，仅小

麦种植全县农民就增加收入两亿多元。

（详细报道见今日4版）

2019年1月，“四议两公开”工作法

继2010年和2013年两度写入中央一号

文件之后，被写入了《中国共产党农村

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所谓“四议两公开”，即村党支部提

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

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公

开、实施结果公开，这是2004年起源于

河南省南阳邓州市的乡村治理工作

法。近日，记者前往邓州，发现“四议两

公开”工作法经过多年的深化完善，如

今已经深深根植于邓州基层，并不断焕

发出新活力。

实践中得到群众拥护

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

的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基层社

会治理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在处理基

层事务时出现‘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

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

用’，党员干部威信降低，党组织的影响

力、凝聚力、战斗力被削弱。”回顾以往，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主要创始人、原

邓州市委书记、现南阳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刘朝瑞说。

穷则思变。2004 年，邓州市委、

市政府出台了新的工作思路，将“改

革、发展、稳定”调整为“稳定、改革、发

展”，以稳定为中心，给群众监督党委

政府的权利，“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

来负责”，“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应时而

出。

最初，邓州市在“四议两公开”工作

法的运用上是从农村低保、修路架桥、

村庄治理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的事项入手，这一过程中成功解决了一

大批村级“疑难杂症”。

“之前各家各户都不愿缴纳修路

款，为啥？账务公开不够，群众心里反

感。”邓州市张楼乡茶庵村村民李照东

回忆说，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之后

就不一样了，一笔笔账目清清楚楚，修

路是件好事，大家都愿意交钱。

▶下转第二版

央媒看河南

根植实践焕发新颜
——探访河南邓州市“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上）

□农民日报记者张培奇范亚旭

本报讯（记者杨青）6月10日，记

者从河南省农村信用社了解到，省农信

社金燕信用卡暨金燕e系列产品6月5

日正式发行，此举标志着我省农信社在

服务“三农”、支持乡村振兴战略中又迈

出了新步伐、跨上了新台阶。

据了解，省农村信用社此次发行的

金燕信用卡主要有普卡、金卡、白金卡、

钻石卡四类，是面向全省广大客户推出

的一款具有消费支付、分期付款、转账

结算、存取现金、灵活授信等综合化功

能的统一品牌信用卡。金燕信用卡首

批发卡农商银行共6家，分别是中牟农

商银行、新郑农商银行、兰考农商银行、

洛阳农商银行、伊川农商银行、台前农

商银行。截至今年4月末，省农信社各

项存款余额达到1.43万亿，占全省银行

业金融机构的20.84%；各项贷款余额达

到8689亿元，占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

16.92%，已成为全省规模最大、机构网

点最多、服务区域最广的地方性金融机

构。

目前，省农信社已相继推出了以手

机银行为载体的一系列线上金融产品，

进一步缓解了客户贷款难、贷款慢、贷

款贵的问题，搭建了地方特色农副产品

销售的电商平台，提供了快速便捷的支

付服务体验，优化了农村地区支付环

境，打通了城乡地区线上生活缴费服务

渠道，极大地方便了城乡居民生活。金

燕信用卡的正式发行，进一步完善了我

省农信社金融产品服务体系。

省农信社发行金燕信用卡

汝南 今年小麦多收两亿斤

淮滨 秸秆打成捆 增收又环保
□本报记者尹小剑文/图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魏志
伟金子纯）6月10日，记者从许昌市农

业农村局了解到，在农业农村部农产品

质量安全中心组织开展的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收集中，许昌市“长葛胡萝卜”

和“襄城红薯”2个农产品成功入选，荣

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称号。

据了解，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是指

在特定区域（以县域为单元）内生产、具

备一定生产规模和商品量、具有显著地

域特征和独特营养品质特色、有稳定的

供应量和消费市场、公众认知度和美誉

度高的农产品。“名特优新农产品的收

集，对筛选、培育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

促进农产品产销对接，满足公众对安全

优质营养健康农产品的需求，实现优质

健康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有着重要意义。”

许昌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许昌市将抓住机遇，继续发掘、筛

选、培育名特优新农产品，打造许昌名特

优新农产品新亮点，为全市质量兴农、绿

色兴农、品牌强农作出新的贡献。

许昌两个农产品
跻身全国“名特优新”

来自来自““三夏三夏””一线的报道一线的报道

6月7~8日两天，正是西陶镇麦收

高峰期，多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穿梭，却

很少见到农民忙碌的身影。

在小南张村村口树荫下，几位村民

在下棋，村民李发元说：“以前麦收累得

腰酸腿疼，现在村里的地都流转给了种

植大户，轻松多了。”周家庄村村民宋道

轩说：“按现在一个工平均一天100元计

算，上班打60个工就是6000元；土地承

包给种植大户，每亩按1000元计算可得

4000元，两项相加实落1万元。”

在宋道轩的指引下，记者来到种植

大户宋大明家地头，他说：“我承包土地

80亩，用大型收割机、播种机作业也就

是4天时间。以前麦收时要全家出动，

现在我自己就把收种全搞定了。”

三丰纸业公司总经理王同贵说：“以

前麦收时，一个工人至少请5天假，影响

生产，今年工人没人再请‘麦假’了，麦收

机械化给企业帮了大忙。”

西陶镇镇长贾立新说：“全镇22个

村，2.2万亩小麦，如今用大型机械3天

时间就能收种结束，全镇规模企业13

家，无一家企业因‘麦假’停产，仅无‘麦

假’每家至少增收2000元。”

本报讯（记者杨青通讯员蔡星星）

6月9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

支行了解到，从6月10日起，我省全面

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

据了解，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后，

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在河南省内银行办

理基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业务（含

取消许可前已开立基本存款账户、临时

存款账户的变更和撤销业务），由核准制

改为备案制，人民银行不再核发开户许

可证，开户许可证不再作为企业办理其

他事务的证明文件或依据，企业基本存

款账户编号代替原基本存款账户核准号

使用。

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是人民银行

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工作要求的重

要举措，有利于银行机构为企业特别是

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提供更为优质、高

效、便捷和安全的账户金融服务，能够进

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改善营商环境，激发

市场活力，对于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小

微企业、民营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相关负

责人表示，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后，人

民银行将进一步强化对企业银行账户的

事后监管，保证企业开户便利度不减、风

险防控力不减，优化企业账户服务加强、

账户管理加强。

近期全省多晴天，专家提醒

趁晴晾晒趁墒播种

今年没人请麦假了
武陟县西陶镇“三夏”见闻

□本报记者冯佳志通讯员宋祖恒

我省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

新华社宁波6月10日电 全国加强乡村

治理体系建设工作会议近日在浙江省宁波市

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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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胡春华指出，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

满足农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要

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村党组

织对村级各类组织的领导，优化农村基层党

组织设置，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要完善

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化解机制，持续推进

平安乡村、法治乡村建设，着力维护农村社会

稳定。要深入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充分发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加强村规民

约建设，加强正面典型激励引导。

胡春华强调，要强化乡镇管理服务能力，

切实把乡镇建成乡村治理中心、农村服务中

心和乡村经济中心，使乡镇成为带动乡村的

龙头。要建立完善保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

形成工作合力，加强人才支撑和投入保障，因

地制宜探索乡村治理有效实现形式。

全国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