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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省粮食收购量破800亿斤

全国生活服务企业复工率超过60%

副省长武国定到叶县调研时指出

把高标准农田建成精品工程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3月19日，

省统计局发布1~2月份经济运行数据

显示，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省经济运行带

来较大影响。综合来看，疫情的冲击是

短期的、暂时的、可控的，我省经济长期

向好的基本面和内在向上的趋势没有

改变。

受疫情冲击，工业生产下滑，1~2月

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3.0%。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2月份，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

降26.0%。市场销售减少，1~2月份，全

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50.18亿元，

同比下降26.5%。限额以上单位按消费

类型来看，商品零售同比下降32.4%；餐

饮收入同比下降43.3%。

另一方面，在各项政策措施作用

下，企业复工复产加快，生产生活秩序

逐步恢复，全省经济实现有序运行。

重要物资生产保持增长。从产品产

量看，医疗防护和生活所需物资增长较

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口罩、发酵酒精

产量分别增长334.9%、23.1%，焙烤松脆

食品、方便面产量分别增长 47.6%、

34.2%；新产品增势良好，新能源汽车、风

力发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125.2%、

120.0%；基本原材料生产平稳，生铁、粗

钢产量分别增长14.3%、16.2%。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去年我省粮

食收购量突破800亿斤，今年将继续完

成好全年粮食工作目标任务……”3月

19日，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公布了去年全

省粮食工作“成绩单”，并对今年重点任

务进行部署。

2019年，全省全年粮食收购量突破

800亿斤，有效保障2000万小农户种粮

基本收益；成功承办第二届中国粮食交

易大会，与全国18个省(区、市)建立长期

稳定的粮食产销合作关系，每年调出约

600亿斤原粮及其制成品。

同时，我省在优质粮食工程方面三

年累计投资51.96亿元，建设粮食产后

服务中心961个、粮食质检中心90个、

中国好粮油示范县23个、低温成品粮公

共库示范项目1个。2019年全省粮油

加工业总产值达2240亿元，进入全国先

进行列。此外，2019年全省364个粮库

智能化升级项目实现与省级平台互联互

通。累计建成粮食质检体系建设项目

42个，粮食质量安全省、市、县三级监测

防控体系基本形成，全年粮食系统无重

大安全事故。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

胜之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省粮食和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宇

松要求，要完成好今年粮食工作目标任

务，强化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粮

油物流信息平台，提高粮食流通效率，创

建粮油区域公共品牌，增强粮食产业竞

争力。同时，还要推进粮食产业强省建

设，谋划建立“产购储加销”协作机制，促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挥龙头企业

引领作用，打造优质产业示范链，加强产

业集聚，强化品牌培育，构建现代粮食产

业体系。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封德张
宇）“感谢仲景宛西制药公司连续3年的资

金扶持，帮助俺种植香菇还清债务！”3月

18日，正在菇棚忙活的西峡县米坪镇河西

村贫困户肖海姣说起金融扶贫带来的好

处，话语里充满感激。肖海姣从2017年开

始，连续3年享受到该公司提供的3.3万元

企业贷款用于发展袋料香菇产业。

在西峡，与肖海姣一起享受到精准扶

贫企业贷款的贫困户有 2594 户 8560

人。近年来，该县突出“建机制、创模式、

强措施、促增收”四个重点，推出精准扶贫

企业贷款，制定企业贷款低息政策等优惠

措施，鼓励县内骨干企业深度参与到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中来，带动扶持贫困群众

实现产业就业脱贫，增强增收致富动力。

引导政策落地，开启金融“活水阀”。

按照企业申请、乡镇初审、县级复审的步

骤，该县从带贫企业储备库中筛选确定与

特色产业关联度高、经营状况优、发展潜

力好、带动能力强的企业, 与贫困村、贫

困户结对帮扶。企业每带动一户贫困户

发展产业或吸纳就业，可获得10万元的

精准扶贫低息贷款。该县优选四家贷款

机构，按年基准利率4.35%向企业发放低

息贷款。据该县扶贫办主任刘德林介绍，

该县农业银行、农商银行、邮储银行、村镇

银行等四家商业银行共储备放贷资金3

亿元，备选放贷企业590家，并按照信用

评级等级和扶贫帮扶效果排序，执行优惠

贷款利率。

强化龙头带动，打出增收“组合拳”。

为保障贫困群众增收可持续，该县积极探

索龙头企业带贫新机制，先后推出“产业

带动、产业共建、产业扶持、就业带动”四

种带贫模式。仲景宛西制药公司在米坪、

石界河等9个乡镇36 个村建立山茱萸扶

贫产业基地，企业为药农免费提供有机化

肥、无公害农药、种子、技术服务，提高收

购价的“四免一提高”政策，全县814户药

农在产业链、供应链上受益，户均年收益

3300元。对有就业意愿的贫困户，由带

贫企业提供就业岗位。

实施标本兼治，织密风险“防控网”。

风险防控是精准扶贫企业贷的核心关

键。该县依托县金融扶贫服务中心、乡镇

金融扶贫服务站、村金融扶贫服务部“三

级服务体系”，为金融扶贫企业贷款提供

快捷、高效的一站式金融服务。目前，该

县已建立县级金融服务中心1处、乡镇级

金融扶贫服务站16处、村级金融扶贫服

务部289处，县财政注入风险补偿基金

3455.5万元，为带贫企业、农村专业合作

社提供贷款。累计发放金融扶贫企业贷

款6.2亿元，惠及贫困户2594户8560人，

群众收益6494万元，户均、人均年收益分

别达到8345元、2530元。

“通过政府协调，扎实推进精准扶贫

‘企业贷款’项目，撬动了金融资本，盘活了

企业资产，壮大了支柱产业，保障了金融放

贷资金、企业生产经营、发展产业项目、群

众项目增收等环节的安全，实现了企业融

资和产业扶贫、贫困户就业的‘互动共

赢’。”西峡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马俊说。

“哟嗬，这水池里还有鱼哩！要是在

咱村，怕是早被逮光了。”在观摩学习新乡

县七里营镇刘庄村时，路过一处景观水

池，中牟县官渡镇孙庄村一位村民说。

3月18日，回忆起这一幕，孙庄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孙中岭笑出声来：

“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我能感觉到村

民们的心被触动了。刘庄村的发展成就震

撼了大家，咱跟人家的生活确实有差距。”

2011 年，在南方经商的孙中岭返

乡。他一心想带领村民们振兴乡村，改变

家乡面貌。当时的孙庄村村民要不出外

务工，要不在家务农。“一家几亩地，种大

蒜种了几十年了，三年赚钱，三年赔钱，三

年不赚不赔，没见谁种出个名堂来。整个

村庄的变化也不大。”孙中岭说，“要想发

展，不能光盯着几亩大蒜了，得把大家凝

聚在一起干大事。”

谋发展找路子

为了统一思想，开阔村民们的眼界，

村里租了3辆大巴车，拉上村民代表，到

本省的刘庄村、裴寨村，江苏省的华西村，

几个明星村观摩了一遍。学习归来，村民

大会上，大家感慨颇多。“人家的村里真干

净。一个烟头我揣了半天，不好意思乱

扔。”“咱村里要是弄成这样就好了！”“当

农民还能分红！享福享完了。”

当问到“咱村里该咋发展”的时候，村

民们豪情万丈，有村民说：“得搞个大工

厂，那样来钱快。”孙中岭心想，看来大家

只学到了皮毛，没学到精髓。“建个大工厂

谈何容易！没有资源，没有人才，没有市

场，凭空建个厂，只能是死路一条。”他对

记者说，“这次学习没有取到真经，反而给

村民们整浮躁了，根本没有立足孙庄村的

现实考虑问题。”

孙庄村的“学习团”再次出发了，这次

的目的地是蔬菜之乡——山东寿光。寿

光之行，规模宏大的温室蔬菜大棚冲击着

村民们的心灵。“种菜也不赖呀，咱们有土

地，中牟县本来就有种菜的传统。”听到村

民们的想法，孙中岭会心地笑了。

孙中岭爱学习、爱琢磨，在南方经商

时，生意干得风生水起，不仅积攒下丰厚

的财富，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他把自己的

“生意经”搬了过来。“过硬的产品品质、庞

大的市场需求、重复消费的频率，占住这

三个要素，咋能不成事？”孙中岭说，“蔬菜

的市场需求和重复消费频率都没有问

题。产品品质方面，我们瞄准的是无公

害、高品质的绿色有机蔬菜，满足中高端

人群的消费需求。”

种蔬菜享分红

就这样，作为孙庄村的集体经济，发

展蔬菜种植的乡谣农场应运而生。“乡谣农

场是我起的名。乡村振兴，要留得住乡

愁。我们想把乡谣农场建成乡村的一曲

‘歌谣’，用儿时的味道、家乡的味道、绿色

发展的理念来寄托大家的乡愁。”孙中岭

说。

乡谣农场一期项目共整合1800亩土

地，建成高效日光温室47座、私家农场

631个，种植绿色有机蔬菜和有机瓜果。

305户村民以土地、资金、农业机械或劳

动力的方式入股。“发展现代农业，没有技

术不行。在我们的邀约下，4位农业专家

成了俺村的荣誉村民，他们为农场提供技

术指导，享受技术股分红。”孙中岭说。

绿色无公害，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拿肥料来说，每亩地施用化肥只用3袋就

行了，改用有机肥得用30袋，费料费工费

时。130箱从云南买回来的蜜蜂是孙中

岭的宝贝，植物传粉就靠它们了。“蜜蜂也

有不好使的时候。夏天气温太高，温室大

棚里像蒸笼一样，蜜蜂在蜂箱里压根不愿

意挪窝，这个时候只能上人工了。”孙中岭

说。在乡谣农场务工的村民刘小三对记

者说：“孙书记坚决不让用农药，害得我见

了虫子恨不得下手逮。”

2018年年底，孙庄村的305户入股

村民领到了首笔共120万元的分红款。

村民孙玉合家的 8亩地入股分红拿到

15000多元。“因为疫情影响，2019年的

分红还没有进行。”孙中岭说，“目前，乡谣

农场的效益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一些果

树要在几年后才开始挂果。随着二期项

目的实施，乡谣农场全部达产后预计年收

益在3000多万元。”

本报讯（记者田明）3月19日，省教

育厅下发通知，要求我省各级各类学校

暂停举办2020年春季运动会，原则上取

消上半年所有大型体育竞赛活动。省

学生体育总会各单项学生体育分会承

办的体育竞赛活动，根据上级要求和疫

情防控形势，另行考虑安排。

通知要求，学校开学以后可采取小

规模、错时的办法，开展简便易行的项

目，确保在特殊情况下学生锻炼常态化。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范燕
彬 柴志伟）“今年的春耕生产没有被

疫情耽搁，无论是施肥还是病虫害防

治，都多亏了李站长的指导，现在地里

的小麦长势喜人。”3月19日，在修武

县王屯乡东黄村种粮大户王具才的麦

田里，高级农艺师李胜利正在查看苗

情长势。

近期，修武县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组织农业农村、科技等部门抽调具

备农业技术技能的“乡土人才”，分包全

县187个行政村助力春耕生产。

在修武，有86名李胜利这样的“乡

土人才”活跃田间地头，宣传指导春耕

生产，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他们还

负责了解农药、化肥、农膜等农用物资

储备情况并协调物资供应，指导全县施

肥6.2万亩，化学除草 19万亩。

西峡 扶贫“企业贷”开辟脱贫新路径

孙中岭 一曲“歌谣”赋乡愁
□本报记者 冯刘克

口罩产量增长334.9%

我省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不变

全省学校暂停上半年大型体育活动

修武86名“乡土人才”助力春耕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疫情期间，“90

后”的身影处处可见。3月19日，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

三十五场新闻发布会，邀请青年代表畅谈

复工复产情况，讲述他们的感人故事。

出生于1991年的刘云龙，是中铁工程

装备集团盾构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管理中心

主任，中铁装备盾构生产青年突击队队

员。中铁装备是郑州市第一批复工复产的

企业，作为一名“90后”青年党员，刘云龙

大年初一就从内蒙古老家赶回郑州，在主

动接受隔离后，成为第一批复工的员工。

刘云龙和队员从细化每个流程着手，

按照每个组装基地、每个结构件厂家以及

每个项目类型进行分类分析。“大家只有一

个目的，尽可能地降低疫情影响，将丢掉的

工期赶回来。”刘云龙说，“当价值4.5亿元

的泥水盾构机顺利通过客户验收的那一

刻，我觉得所有的努力付出都是值得的。”

1994年出生的郑州姑娘赵璇琪，是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在读博士生，也是共青团郑州市委招募

的疫情防控青年志愿者中的一员。

白天，赵璇琪在社区卡点协助把控人

员出入，测体温、监督扫码、核对身份信息

和工作证明。晚上，她和其他6位社区青

年志愿者轮流到隔离居民家中入户调查，

帮助不能出门的居民购买生活必需品、倾

倒垃圾、进行公共场所消杀工作。

2月底，普通人都很难预约到口罩，

何况不方便下楼、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独

居老人呢？赵璇琪及时汇总热线反映的

这一问题，提交防疫指挥部决策部门，推

动了为全市空巢老人免费送19万只口罩

的暖心政策，用61171879热线架起与群

众的“连心桥”。

新闻发布会上，点赞战“疫”一线“90后”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3月19日，

副省长武国定到叶县调研高标准农田建

设工作时指出，要加快项目进度，加大资

金投入，理顺管护体制，把高标准农田项

目建成精品工程。

叶县2019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8万亩，涉及龙泉乡、叶邑镇、任店镇、

廉村镇4个乡镇共45个行政村，目前

已完成工程量80%。在龙泉乡高标准

农田项目区，武国定实地察看了农田机

井建设、沟渠疏浚硬化、林网绿化等情

况，仔细了解供电、用水价格和灌溉亩

均用水量。

武国定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是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民生工程。要加快

项目进度，抓住当前工程施工的有利时

机，促进工程全面复工，进一步完善机

井、供电、灌溉、绿化等基础配套设施，确

保任务如期完成。要加大资金投入，进

一步规范建设标准，强化质量监管，着力

打造精品工程，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

益。要理顺管护体制，推进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发挥农民用水协会作用，推广节

水灌溉，建立完善运营管护机制，探索出

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管护模式。

武国定强调，现在已进入麦田病虫

害的易发高发期，要加强麦田管理，根据

病虫害特点，实施精准防治，为夺取夏粮

丰收夯实基础。

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商务部市场

建设司司长朱小良19日介绍，随着疫情的缓解，

住宿餐饮等生活服务业也在稳步复苏，截至3月

16日，全国生活服务企业复工率超过60%。

朱小良在商务部当日举行的网上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说，生活服务企业复工与制造业

复工速度有一定差距，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生活服务一般需要直接接触消费者，有

些地方餐饮堂食等服务出于疫情防控原因仍

未完全放开；二是国内疫情明显缓解，但国外

疫情日益严峻，消费者信心恢复需要时间，客

流少，企业营业收入较低，复工动力不够强；

三是生活服务企业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行

业，部分员工仍未返城返岗。

朱小良表示，为加速住宿餐饮等生活服务

企业复工营业，商务部正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对

生活服务业分区分级分类复工，排除复工营业

的不合理限制，支持生活服务企业加速复工，

相关通知近期即将印发。同时，将指导地方通

过“点对点、一站式”直达式运输等方式帮助员

工返城返岗，尽快解决企业用工难题。

此外，朱小良介绍，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是我国农产品流通的主渠道，占整个农产品

流通量的2/3以上，也是保障供应的主要力

量。目前，全国96.4%的市场已恢复营业，肉

菜交易量比2月初增长超过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