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李铮）3月26日，在圆满完成支援湖

北各项任务后，我省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137名医

护人员搭乘高铁回到家乡。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尹

弘、省政协主席刘伟等迎接医疗队凯旋。

当天中午12时17分，在郑州东站，我省医疗队队

员们走出高铁，现场响起热烈掌声。王国生代表省委、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1亿人民，向大家

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向仍在抗疫一线坚守奋战的

医务人员表示亲切慰问。王国生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

望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时，称赞大家是最美的天使，是

真正的英雄。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大家率先响应习

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号令，奔赴武汉，冲锋在前，同时间

赛跑，与病魔较量，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作出了突出贡献，用实际行动彰显了黄河儿女的刚健

风骨，弘扬了焦裕禄精神的为民情怀，体现了救死扶伤、

大爱无疆的医者仁心，展示了出彩河南人的精神风貌。

要学习医疗队员们的奉献精神、斗争精神、职业精神，营

造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浓厚氛围，激励中原儿女在更

加出彩的征程中攻坚克难、奋勇前行。

王国生说，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

这场战役中，大家战斗在一线，经受了考验，得到了淬

炼，有了很多收获与感悟。我们更加坚定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深刻认识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更加真切感受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

更加深入体会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更加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些是让我们受益终身的宝贵财

富，要总结好、坚持好、弘扬好，转化为奋勇争先、共谋出

彩的强大力量。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爱护抗疫归

来的医务人员，安排好体检、休整等工作，让大家好好休

息、调理身心、保持健康。

穆为民、赵素萍、戴柏华、刘炯天出席仪式。

河南首批支援湖北医护人员于1月26日紧急集结

奔赴武汉，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共收治新冠肺炎患者231

名，治愈出院213名，治愈率达92%，医护人员零感染，

出院患者零复阳。75名队员在抗疫战场递交入党申请

书，“火线”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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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铮 冯芸）3月26日，

省委书记王国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

取我省重大水利项目谋划和近期水利工

作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工作。

在逐一听取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水利项目、防洪减灾

重大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后续工程、大运

河文化保护与传承利用重大水利项目谋

划情况后，王国生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

重大水利项目建设作为优化水资源配

置、构建兴利除害现代水网体系的具体

举措，作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造福

人民幸福河的民生工程，作为降低疫情

冲击影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切实增强着眼长远、干在当下的责任感

与使命感。要抓住研究制定“十四五”规

划的契机，加强与中央有关部委沟通对

接，加快推进一批打基础、管长远、关全

局、惠民生的重大水利项目建设，全面提

升水资源节约集约、水生态系统修复、水

环境综合治理、水灾害科学防治能力，加

快构建以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淮河、沙

颍河、黄河干流为骨架的“一纵三横六

区”现代水网体系。要统筹抓好近期重

点工作，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加

快推动重点项目复工开工，全力抓好农

村饮水安全，科学调度保障春灌工作顺

利进行。

穆为民、武国定参加会议。

牢牢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
推进打基础管长远关全局惠民生重大水利项目建设

3月26日，武汉市硚口区梅园宾馆，硚口区和武汉市第四医院举行仪式，欢送我省第

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返程。据了解，该医疗队对口支援武汉市第四医院，经过两个月奋

战，取得了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全
帅）装电线、挖土垄、下电泵、引渠水、铺

软管、维护开启灌区机井设施，近期，国

网淅川县供电公司30余人的电力便民

服务队忙碌在机井边、麦田里，快速及

时提供用电保障，最大限度满足引丹灌

区内万亩麦田的浇灌。

“这疫情也稳住了，拔节的水也浇

了，出门打工更放心了。”盛湾镇土地岭

村村民段三农说。为保障春灌用水，该

公司15个乡镇供电所的员工积极投入

到复工复产工作中，只要一个电话，辖区

电工就会快速赶赴春耕保电现场。同

时，通过微信公众号、乡镇供电服务群和

村社喇叭等多种渠道，推广“网上国网”，

让老百姓“人不离村、足不出户”就能办

电，温馨推出“微信电话”线上服务，远程

解答用电难题，24小时保障农业用电。

在西簧乡梅池村，李建林的家庭式

香菇大棚已经开始拌料、装袋等工序。

西簧乡供电所便民服务队队员例行巡

视走访，开展“零距离”上门服务，维护

检查水泵、漏电保护器等用电设备。“烘

干时千万不要私拉乱接电线，电表箱门

一定要关好，线路有问题随时联系我

们。”队员孙建峰特意向李建林提醒。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盛鹏
邓双双王耸）3月26日一大早，光山县

泼陂河镇农技服务门市部就挤满了前

来购买杂交稻种子和咨询育秧技术的

农民，前来购买种子的何尔冲村村民黄

世本说：“去年我种植的是‘隆平’系列

杂交稻，除去成本还能收入五六万元

呢！”

今春，光山县及早做好农资调运、

储备、供应和技术服务工作，并组织农

业技术人员送科技下乡，指导开展小麦

油菜田间管理、稻虾共作、油茶种植、水

稻育种、春茶采摘等农业产业生产，为

丰产丰收打好基础。“农技部门及时为

农民提供优质种子、肥料、农膜和技术

服务，为群众增产增收提供技术保障。”

泼陂河镇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主任、高级农艺师胡良燕说。

在光山县锡胜农资有限公司的肥

料仓库，总经理苏锡胜说：“疫情防控期

间，政府对我们农资销售部门给予了大

力支持，办了绿色通行证。目前我们调

回2100吨肥料，已销售500吨，我们将

全力保证农民春耕生产的需要。”

光山县禾园农村土地专业合作社

建成了5000亩综合性农业示范基地，

带动245户贫困户脱贫致富。“种子、有

机肥、农膜等农资以及农机具已准备到

位，我们将抓住农时季节，开展水稻育

秧生产。”该合作社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3月26日，农

历三月初三。郑州新郑具茨山下，中华

始祖轩辕黄帝故里，庚子年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举行，全球华人以庄严神圣之

心、感恩追远之情，通过直播瞻仰黄帝

故里，遥拜人文始祖轩辕黄帝。

庚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由河南

省人民政府、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国务

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华全国归国华侨

联合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

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郑

州市人民政府、政协郑州市委员会、新

郑市人民政府承办。

今年大典仍以“同根同祖同源，和

平和睦和谐”为主题，以现场简约而庄

严的仪式、全球网上拜祖、电视连线等

线上线下互动交互的形式进行。

截至26日上午10时15分，自拜祖

大典预热开始，网上拜祖全球推送、点

击、浏览量达22.1亿人次。

本报讯 (河南日报农村版通讯员张
挣男 张晓强)3月25日，河南省供销合

作社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

开。会议回顾总结2019年工作，安排

部署2020年工作。

省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刘

延生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并强调，要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推动我省供销合作事业不

断迈上新台阶，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

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指出，2019年，全系统完成销

售总额3537亿元，同比增长7.5%；实现

利润16亿元，同比增长6.3%；实现消费

品零售额1948亿元，同比增长9.7%。截

至2019年年底，全系统领办创办农民合

作社7240个，发展农民合作社联合社

210个；全系统土地托管服务面积达到

1010万亩。在2019年全国供销合作社

系统综合业绩考核中，我省供销社荣获

优胜单位一等奖。

针对2020年重点工作，会议要求，

要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认真

实施“供销合作社培育壮大工程”，全面

提升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加快构建农村

现代流通体系，积极推动社有企业提质

增效，扎实推进联合社治理机制创新，

全力服务打赢“三大攻坚战”，着力推进

党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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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供销社七届二次理事会召开

庚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举行淅川县供电公司
春耕生产忙
电力来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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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彤）“这个棚种的

是 咱 们 专 家 推 荐 的 黄 瓜 新 品 种

HNC20-9（暂定名-博杰636），抗病、

早熟、产量高、品质好，客商争相收购。

地头收购价每斤两块一，亩产量预计在

2万斤以上，亩均收益4万元左右。”3月

21日，在内黄县梁庄镇苏村一处日光

温室里，种植户苏本怀向前来指导、考

评的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设

施黄瓜标准化栽培与产业化经营模式

示范与推广”项目团队专家报喜。

内黄县是全省规模最大、发展最好

的设施黄瓜生产基地，形成了以梁庄镇

越冬温室黄瓜、井店镇早春大棚黄瓜为

代表的优势典型产区。该县黄瓜产业

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存在产品更

新慢、育苗标准化程度低、施肥用药不

科学、产品优质不优价等影响产业发展

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河南省大宗蔬菜

产业技术体系今年以来在内黄县实

施科技支撑计划，依托“蔬菜产业转

型升级提质增效模式示范项目”“省

优质果蔬高效生产关键技术集成与

示范推广项目”，开展了设施黄瓜标

准化栽培与产业化经营模式的示范

与推广工作。项目对接内黄县多家

种植主体，重点示范推广黄瓜新优品

种HNC20-9（暂定名-博杰636）、标

准化育苗技术、蔬菜茬口改革技术、

高效水肥管理模式、病虫害绿色防控

技术、微生物功能菌剂高效应用技术

等先进技术。

农资储备足 春耕有保障
光山县及早做好农资储备供应工作

良种良法让黄瓜优质优价
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在内黄实施科技计划

3月24日，正阳县新阮店乡万马村村民在果园里为桃树疏花。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贺永明摄

3月25日，洛宁县马店镇关

庙村金珠沙梨园花开正艳，5G

直播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够欣

赏到花开的盛宴。

本报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高山岳摄

“云上”梨花开

据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
肺炎特别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倡议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
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
呼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防止世界
经济陷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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