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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水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商水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硬核硬核””科技支撑科技支撑

来自“三夏”一线的报道

粮食增收新势力粮食增收新势力粮食增收新势力粮食增收新势力

□本报记者代珍珍

5月26日，商水县张庄乡高标准农

田示范区，热气笼罩在麦田上。

南岭村52岁的种粮大户邱守先在

屋里掏出手机，点开了“视频监控”说：“你

看我这2100亩小麦。”从屏幕里看去，成

排、成块的小麦正随风起伏。现在张庄

乡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打造可视化农业，

在大田里装了17个360度旋转摄像头。

邱守先又熟练地点开海为云App

“智能灌溉”说：“你看这个阀门列表，我

可以控制喷灌阀门，多阀同浇，浇得更均

匀，今年我这经过灌溉的小麦亩产可以

达到1200斤。”

去年10月，商水县财政投资1.5亿

元，建设占地5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覆盖张庄、巴村两个乡镇8个行政村，项

目区的建设除了一流的基础设施，不乏

“硬核”科技支撑：水肥一体化、土壤墒情

监测、病虫害监测、智能灌溉、农用直升

机、无人机等设备。

目前，商水县高标准农田核心示范

区建成田间气象站1座，土壤墒情监测

站 1座，物联网监控 20套，控制中心

5000平方米。

智能物联网控制中心项目经理庞新

介绍说：“农民朋友今年用得最多的是

‘水肥一体’，施肥时，把化肥倒在施肥桶

里，搅拌机自动搅拌后直接喷洒到地里，

远程控制，定时定量施肥，更科学，不仅

比人力均匀，还省出不少劳动力。”

“今年病虫害监测这一块也发挥了

大作用。”庞新说，从4月14日开始到4

月24日，项目区利用无人机智能巡查，

勘测苗情，查看病虫害，根据反馈的数

据，及时对小麦进行了赤霉病和条锈病

的防控，为保证粮食产量打下了基础。

63岁的豆人庄是张庄乡城下村七

组村民，儿子在天津打工，自己和爱人都

是残疾，去年把四亩二分地流转到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每亩流转费1000块钱。

“往年收麦都是找亲戚帮忙，现在流转出

去了更省心。”豆人庄说。38岁的张瑞

是南岭村村民，6亩多地流转到高标准

农田示范区后，也可以专心管理自己的

4个玫瑰大棚了。“天天送货到漯河、西

华、驻马店等地，一年出两茬，一茬能挣

一万多元。”张瑞说。

高标准农田建设引导土地向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集中、生产向机械化集中、管

理向专业化集中、经营向市场化集中。

目前，商水县已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2701家，土地流转面积32万亩，土地

托管面积12万亩，通过高标准农田改

造，粮食亩产量提高230斤，全年增产

2.2亿斤，带动农民增收2.3亿元，户均增

收850元。

在商水县气象监测站，可以看到“5

月25日，张庄乡上午9时0cm~100cm

平均土壤相对湿度76%，适宜小麦生

长”。监测员王素杰介绍：“今年在小麦灌

浆期，商水县出现旱情，我们进行了人工

增雨，张庄乡降雨量35.1mm，增雨之后，

土壤墒情达到了70%，有效缓解了旱情。”

“去年‘三夏’期间，通过气象监测，

我们准确预测了6月6日将出现大到暴

雨的天气过程，提前三天向县政府作了

夏收夏种的专题汇报，后来全县展开了

夏粮抢收工作，在大雨来临之前，我们全

县小麦颗粒归仓，没有损失一粒粮食。”

王素杰说，这个月的30日，商水县也将

迎来今年的小麦大收割。

将现代化科技元素融入高标准农田

建设，不仅是商水县生态农业信息化系

统工程的一部分，也是商水县落实“藏粮

于技”战略的真实写照。

目前，商水县准备了小麦收割机

（即保有量）3600台，跨区作业收割机

2000台左右，共计5000台~6000台，

正常情况大收割3天~5天，全力为全县

麦收做好保障。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路重
阳刘钰）“种庄稼不容易，一旦起了火，

辛辛苦苦一年就白费了，宣传消防知

识对我们非常有用。”5月25日，邓州市

构林镇高洼村村民高秀良说。

眼下正值“三夏”大忙，邓州市消防

救援大队到该市各乡镇田间地头，一手

抓火情监督检查，一手抓宣传教育，积

极做好“三夏”服务工作，确保麦收期间

消防安全。

该大队分析研究了今年麦收消防

形势，近期因疫情影响，清明节期间无

法回乡的群众，趁收麦之际回乡祭祀，

易引燃成熟的麦田，给今年的麦收工作

带来很大隐患。针对这一情况，“三夏”

期间，邓州市消防救援大队及时向邓州

市应急管理局和各乡镇街区通报麦田

火灾风险预警，联合各乡镇、村两级干

部和辖区派出所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消

防安全巡查和宣传教育。

邓州市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李宝

向村民介绍，如果发现麦田起火，在附近

没有水源的情况下，常见的灭火方法有

两种：一是用土直接盖到明火上，达到窒

息灭火的效果，二是顺着风的方向把可

燃物进行清理，控制燃烧的范围。

□本报记者焦莫寒

5月 26日，记者连线正在北京的

全国人大代表、南阳市雅民农牧有限

公司总经理赵昭。午餐后，刚回到房

间的她，又闲不住地在电脑前处理工

作。

赵昭是名“80后”，也是南召县太山

庙乡回乡创业的大学生，24岁的时候，

她做了一个让亲朋好友都不解的决定，

放弃在郑州的工作回乡养牛。

“家人、村里人都觉得我‘疯’了，可

我这人脾气倔，想好的事就必须得做。”

为了养好牛，赵昭把书店里与养牛相关

的书都搬回了家仔细学习，凭着不服输

的性格，她的养殖场由最开始的五六十

头牛，发展到现在年存栏达1000头左

右，年出栏1800头，生产总值实现2000

多万元，带动了村里200多户贫困户脱

贫致富。

今年疫情期间，养殖行业也受到一

定影响。赵昭说：“我省的复工复产措

施很到位，推行了健康申报证明跨省

互认等政策，有效地方便了员工及时

返岗，把企业损失降到最低。”赵昭认

为，企业仍然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

根弦，严格做好生产区域防控和员工健

康监测。

作为青年代表，赵昭挂在嘴边最多

的是“责任”。她说：“我们是承上启下

的一代，肩上的责任很重，拿好了时代

的接力棒，就要努力跑好这一棒，让明

天比今天更好。”

为了实现这个心愿，赵昭一直努力

着。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

从事规模化养殖经营的赵昭对此深有

感触地说：“我的心愿是希望能够出台

更有力措施，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

育和壮大，让农村能够留住人才，为乡

村振兴筑牢基础。”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

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和农民打交道，我太

知道人才对于农村意味着什么，人才兴

则农村兴，人才是一切的基础。”赵昭

说，“我希望能够培育壮大农业新型主

体队伍，出台农村人才的创新制度，只

有把人才放在首要位置，乡村振兴才能

获得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光有人还不够，赵昭说，还应该顺

应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求，大力培育爱农

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推

动广大农民从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转

变，乡村振兴才能跑出“加速度”。

连 线 北 京

赵昭：

留住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5月27日，尉氏县邢庄乡府李庄村村民在收获小

麦。目前，该县104万亩小麦开始全面收割。李新义摄

▲5月27日，上蔡县东洪镇白庄村农民在播种花生。

目前，该县麦收已经全面展开，部分刚收割完小麦的地块

开始播种花生、玉米等秋作物。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邓州市消防救援大队
护航“三夏”保安全

我省三部门联合发出通知

学校不得跨学年或学期预收学费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27日下午在

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号召，人民政协各

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中共中央周围，扎实工作，拼搏进取，推

动人民政协成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

作领导的重要阵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

教育引导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

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

共识的重要渠道，更好发挥在国家治理体

系中的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

力奋斗。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汪洋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

黎、刘奇葆、帕巴拉· 格列朗杰、董建华、

万钢、何厚铧、卢展工、王正伟、马飚、陈晓

光、梁振英、夏宝龙、杨传堂、李斌、巴特

尔、汪永清、何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

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在主席台

前排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下午3时，闭幕会开始。汪洋宣布，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应出席委员 2151 人，实到

2043人，符合规定人数。

会议选举李斌为政协第十三届全国

委员会秘书长。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案

审查情况的报告、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委员们一致赞成

并支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建立健全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作出决定。

汪洋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是在我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战决胜阶段

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

领导同志出席会议，与委员共商国是。全

体委员围绕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落实决战决胜目标任务，积极

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充分体现了专门

协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

汪洋指出，今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之年，人民政协要胸

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以实际行动

和履职成效，交出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

的合格答卷。要从伟大抗疫斗争中汲取力

量、坚定信心，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进

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充分做好应对风险考

验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要紧扣目标任

务提高履职能力、增强工作实效，更好地把

作风之实和履职之能结合起来，防止和克

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努力做到建言资政

有用、凝聚共识有效，以良好作风保证履职

成效。要提高履职本领，增强当好专门协

商机构成员的基本功，多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把握政协工作规律和协商方法要义，

增强资政建言的前瞻性、精准性，提升凝聚

共识的针对性、有效性，广泛汇聚人心和力

量。

汪洋强调，人民政协要为实行中国式

民主发挥作用、作出贡献。人民政协运用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优势，有效组织各党派

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建言资政、凝聚共识，

有利于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多党派合

作有机统一起来，有利于把充分发扬民主

与正确实行集中、有序政治参与有机统一

起来，有利于把切实增进团结与推动工作

落实有机统一起来。要提升人民政协专门

协商机构的制度效能，推进具有共同思想

政治基础、共同目标追求、共同根本利益的

政治共同体建设，更好为国家治理添助力、

增合力。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还有：丁薛

祥、王晨、刘鹤、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

强、李鸿忠、杨洁篪、杨晓渡、张又侠、陈希、

陈全国、陈敏尔、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

蔡奇、尤权、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

轩、艾力更· 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

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

维华、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周

强、张军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闭幕会。外国驻华

使节等应邀参加闭幕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闭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汪洋发表讲话

▲

本报讯（记者田明）5月27日，省教

育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发

出《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学校收费管

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

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和幼儿园疫情防控

期间收费管理作出了规定。

根据《通知》，各地严格执行学费

（保教费）收费规定。各地各学校要落

实网上教学相关规定，扎实做好线上教

学和开学复课工作，确保2020年春季

学期教学计划完成，各地各学校不得跨

学年或学期预收学费（保教费），未开学

或未开课（含网课）不得提前收取学费

（保教费）。

《通知》要求，全面落实各项学生

资助政策，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帮扶工作，确保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因疫情而影响学

业。

此外，疫情期间由于延迟开学的住

宿费问题，《通知》也进行了说明，要求

严格落实住宿费退费要求。学校按照

实际发生原则收取住宿费，每学年按照

10个月（每学期5个月）计算，多余部分

于学期末据实结算一律退还学生。在

校实际住宿时间不足一个月的，15天以

下的按半个月计算，15天以上的按一个

月计算。

针对违规违纪乱收费问题，各级教

育等有关部门将严肃查处疫情防控期

间学校违反规定乱收费问题。一经查

实，除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外，

还要追究有关负责人的领导责任，并在

全省进行公开通报。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28日上午举行代表小组会议，审

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年度计划、年度预算、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六个决

议草案，民法典草案建议表决稿，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建

议表决稿，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冯忠华

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的

请求的决定，召开主席团第四次会议。

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

闭幕会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在人民

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

记者提问。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今日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