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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董豪杰）5月14日，

省政府召开全省“三夏”生产夏粮收购

暨秸秆禁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指出，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

官之年、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在常

态化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情况下，抓好今

年的“三夏”生产工作，对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促进农民增收、提振经济社会发

展信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特

殊意义。

武国定强调，再过10天左右，我省

各地将陆续进入“三夏”大忙时节，要全

力备战“三夏”生产，努力夺取夏粮丰产

丰收。要持续抓好麦田管理，科学组织

机收会战，种足管好秋粮作物，调整优

化种植结构，努力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

标任务；要切实抓好夏粮收购，做好仓储

物资准备，严格执行收购政策，维护良好

收购秩序，鼓励多元主体收购，确保农民

增产增收；要持续抓好秸秆禁烧和综合

利用，力争实现“三夏”期间零火点。

副省长武国定在全省“三夏”生产夏粮收购
暨秸秆禁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全力抓好“三夏”生产
努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

还有10天左右，全省小麦即将迎来

收获。5月14日，全省“三夏”生产夏粮

收购暨秸秆禁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

开，分析我省“三夏”生产形势，全面安

排部署今年全省“三夏”生产、夏粮收购

和秸秆禁烧工作。

再接再厉夺取夏粮丰收

今年以来，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按照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春耕生产，保持生产良

好态势，小麦长势是近三年最好的一

年，有望再获丰收。

“要再接再厉，重点防范干热风和

后期倒伏，努力夺取夏粮丰收。”省委农

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申延平说。

今年“三夏”，我省将有超过410万

台（套）农机投入生产，其中联合收割机

18万台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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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将

抓好小麦适时收获、提高组织化程度、

加强优质小麦专储专收、强化农情信息

调度，做好“三夏”农机服务。

今年夏播，抓好粮食种植是重中之

重，同时要优化品种品质结构，提高优质

粮油比重，提高夏播质量、及早开展夏管。

仓容157亿斤
保障农民种粮卖得出

“种得好，卖得了。”夏粮收购，是全

省农民的心头事。省粮食和储备局党组

书记、局长张宇松介绍说，面对疫情影

响、粮食收购政策调整、粮食仓容紧张矛

盾突出等复杂严峻形势，全省粮食和物

资储备行业要强化责任担当意识，坚持

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全力以赴抓好夏

粮收购工作。确保收购开好局、起好步。

据介绍，预计到夏粮收购启动时，

全省可用有效仓容157亿斤。随着近年

来市场化收购比例不断提升，各地粮食

和物资储备部门将继续引导和鼓励各

类市场主体积极入市收购，搞活流通。

在为农服务方面，今年各收购库将

扎实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绘制好

本地区库点仓容和分布地图，引导粮食

经纪人和种粮大户通过“惠三农”售粮

App平台预约收购，优化为农服务质

量，让售粮农民卖“舒心粮”。

技防人防标本兼治
做好秸秆禁烧工作

2019年，我省共发现各类焚烧现象

542起，同比下降32%，郑州、洛阳、平顶

山、安阳等8个省辖市在“三夏”“三秋”

期间实现零火点目标，全省农村全时段

秸秆禁烧工作迈出坚实步伐。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宋虎振介

绍说：“当前，全省秸秆禁烧工作已进入

到常态化管控阶段，持续做好秸秆禁烧

工作，对于打赢蓝天保卫战意义重大。”

今年“三夏”期间，省、市、县、乡四

级“蓝天卫士”监测平台将坚决做到24

小时值守和领导带班，强化快速处置，

充实乡村快速处置队伍，同时加强巡查

巡防，进一步技防人防结合。

在“治标”外，强化“治本”之策，强

化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指导，突出小麦秸

秆机械粉碎还田和过腹还田方式，全省

夏季秸秆综合利用率要达95%以上。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5月14日召开会议，分析

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研究部署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地见效，研究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

总体是好的，同时境外疫情形势严峻复

杂，国内防范疫情反弹任务仍然艰巨繁

重。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

幸心理、松劲心态，持续抓紧抓实抓细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决不能让来之不

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前功尽弃，确保完成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重点地区、重点

场所内防反弹工作。黑龙江、吉林等近期

发生聚集性疫情的地区要有针对性加强

防控措施。湖北省和武汉市要继续加强

和完善社区防控，做好核酸检测排查等工

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武汉联络组要加

强指导和督促。北京市要加强全国“两

会”期间疫情防控工作。要指导学校细化

复学防控方案，保障师生安全和健康。要

有针对性强化医疗机构感染防控措施，健

全陪护和探视管理，有序恢复正常诊疗秩

序，切实防范院内感染。

会议要求，要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落地见效。各地要认真汲取近期发生

聚集性疫情地区的教训，举一反三，对本

地防控漏洞再排查、对防控重点再加固、

对防控要求再落实，确保疫情不出现反

弹。对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的，

要严肃处理。要针对夏季天气特点完善

防控要求，教育引导群众科学防护。

会议强调，要针对境外疫情的新情况

新趋势，采取更加灵活管用的措施，强化

外防输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要持续

做好对境外我国公民的关心关爱工作，加

强边境地区、口岸城市卫生检疫和隔离观

察救治能力建设。要继续深化疫情防控

国际合作。

会议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

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

和产业链提升工程，巩固传统产业优势，

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抓紧布局战略

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升产业基础高

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发挥新型

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

关，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

保障能力。

会议强调，要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的前提下，继续围绕重点产业链、龙头企

业、重大投资项目，打通堵点、连接断点，

加强要素保障，促进上下游、产供销、大中

小企业协同复工达产。要加快推动各类

商场、市场和生活服务业恢复到正常水

平，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

环。要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国际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全省“三夏”生产夏粮收购
暨秸秆禁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再接再厉 夺取夏粮丰收
□本报记者董豪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研究部署抓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措施落地见效 研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陈会
敏）5月14日上午十点整，舞钢市矿建街

道张楼村的杜议友准时来到自家的豆腐

作坊，将毛驴牵到磨道里套好，开始了新

一天的磨豆腐生活。他一边用桶接住流

淌下来的豆沫，一边对着话筒神采飞扬

地进行直播。如果不是亲临现场，谁也

不会把一个阳光帅气的小伙子同一个残

疾人联系到一起。

杜议友今年31岁。19岁那年，一

场意外事故夺去了他的右臂，正值大好

年华，却突然沦为残疾人，他用整整三年

的时间才走出了心里的阴霾。2011年，

有着音乐天赋的杜议友走出家门，和网

友一起辗转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

街头卖艺。今年春节，父亲去世，杜议友

原本打算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就继续外出

卖艺，可是因疫情期间出不了家门，杜议

友盯上了做豆腐的生意。

豆腐全国各地都有，可热豆腐却是

舞钢的特色小吃：软香细嫩爽口，浇上辣

子汁、蒜泥汁、香椿汁等调料，更是色香

味俱佳。热豆腐是好吃，可是许多卖豆

腐的生意人却嫌传统的石磨豆腐制作工

艺麻烦，大多改用机器磨豆腐，传统的石

磨豆腐正面临失传的境地。杜议友了解

到，传统的石磨豆腐虽然制作麻烦，但由

于石磨转速慢，大豆的营养成分不会流

失，磨出的豆腐营养价值更高、口感更

好，已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他决定学做

石磨豆腐。

杜议友从邻居家买来一个废弃的磨

盘，又买来一头毛驴，跟着村上的老年人

学着磨豆腐。“要想做出高质量的豆腐，

浸泡黄豆、研磨豆子、过滤豆浆、煮浆点

浆、压板成形，哪个小细节都不能马虎，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特别是在

冬天，大豆需要在水中浸泡整整两天两

夜，才可以上石磨。”杜议友说。

他一只胳膊不能单独完成所有的流

程，就靠母亲和爱人帮忙。为了做好豆

腐生意，他只要打听到附近哪家的热豆

腐好吃，就必定前往品尝，虚心向人家请

教制作工艺。今年4月初，一个在电视

剧里出现的毛驴拉石磨的场景在张楼村

真实上演了，村里的群众闻讯纷纷跑来

看热闹，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杜议友家围

了个水泄不通。

“石磨豆腐就是好吃，多年没有吃

到过这么纯正的豆腐了！”村里的老年

人品尝了杜议友的豆腐后，赞不绝口。

周边乡镇的人听说后，也慕名而来买石

磨豆腐，石磨豆腐的名声很快就在周围

十里八村传开了，每天的豆腐供不应

求。

在做歌手卖艺时，杜议友就在快手

上注册了账号，粉丝达31.8万人。现在

改行卖豆腐，他利用做快手直播的经验，

在抖音上也开了直播。直播第十天的时

候，粉丝就达2.6万人。看到有那么多的

人关心关注他，杜议友信心倍增，他最开

心的事就是一边磨豆腐，一边做直播，把

传统的石磨豆腐工艺发扬光大，让更多

的人知道。

杜议友说，以后会朝着做强豆腐文

化的方向努力，精心研制豆制品、辣椒

酱，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走上勤劳致富

路，同时也把家乡的特色小吃推广出去。

▲5月12日，正阳县永兴镇党建办工

作人员在徐杨村润禾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蔬菜大棚里，给刚采摘的无公害西红柿拍

照和录制视频，利用微信、抖音等网络平台

发布西红柿销售信息，助农增收。本报记

者黄华通讯员张华刘婷摄

本报讯（记者杨青）5月14日，记

者从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了解到，该

中心将于5月 16日至 19日在中国中

原人才网举办生产制造和商贸物流行

业网络专场招聘会，能源化工集团、中

铁十五局等近200家用人单位参会，

预计将为求职者提供5000余个就业

岗位。

拥有30多万粉丝的舞钢市独臂小伙杜议友

直播石磨豆腐 推广家乡小吃

五月线上招聘活动与您相约

▶5月13日，孟津县益农信息社联合

县融媒中心的网红女主播，在麻屯镇的万亩

樱桃园里举办群“樱”会直播，进一步叫响麻

屯樱桃品牌。近年来，麻屯镇引导群众种植

大粒樱桃1万多亩，樱桃产业已成当地群众

增收致富的“黄金果”。本报记者黄红立通

讯员郑战波史景乐摄

“云”上蔬果变致富金果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今年我

国夏季粮油有望再获好收成，预计产量

将保持在较高水平，收购量稳中有升，

旺季收购将保持高位运行。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

司司长秦玉云14日在此间的新闻通气

会上说，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落实中央关

于“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的部署要

求，大力抓好粮食生产，根据市场需求

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综合各方面情

况看，夏季粮油生产形势较好，有望获

得好收成，预计产量将保持在较高水

平；收购量稳中有升，预计小麦收购量

1400亿斤左右、早籼稻200亿斤左右、

油菜籽240万吨左右。

据介绍，夏粮收购是全年收购工

作的首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

化的背景下，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工作，

具有十分特殊的现实意义。今年国家

继续实行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

策，油菜籽继续由地方政府组织开展

市场化收购。

今年夏粮丰收在望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记者14日从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获悉，个人信息保护法

正在研究起草中，目前草案稿已经形成。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

透露，近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制定修

改网络安全法、民法总则、刑法、电子商务法

等法律中，对个人信息权益、个人信息处理规

则、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措施等做出规定，不断

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制度。

这位负责人表示，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发展，个人信息的收集、应用更加广泛，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任务更加艰巨。按照全国

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立法工作计划安排，从

2018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会同中央

网信办，在认真总结网络安全法等法律实施经

验、深入研究个人信息利用和保护中的突出问

题、借鉴有关国家和地区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抓

紧开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研究起草工作。

记者了解到，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稿已经形成，根据各方面意见进一步完善后，

将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安排，争取

尽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在研究起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