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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叶琴
高伟）5月26日，记者从信阳市平桥区

农业农村局获悉，平桥区农业农村局积

极应对极端干旱天气，全面做好抗旱打

井和“三夏”生产暨秸秆禁烧工作。

平桥区农业农村局加快推进抗旱

打井工作进度，积极应对持续干旱天气

对农作物的不利影响，夯实农业灌溉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

该局植保人员把脉问诊为农民当

好“吹哨人”，及时提供病虫害情报、有

效应对病虫害防治措施，科学防治、精

准得当，将损失降至最低。

麦收时节，该局党组迅速成立秸秆

禁烧工作督导巡查小组，制订切实可行

的应急预案，开展跟进监督检查，以精

准监督、有效监督助推全区夏季禁烧工

作目标顺利实现。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闫明
杰）5月29日，记者在安阳市新闻办召

开的“畅行安途”依法保护公路、维护路

产路权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年来，安

阳市公路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截至目

前，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达12996.9公

里。优化普通公路路域环境，营造“畅、

安、舒、美”的通行环境，确保到2022年

年底全市普通公路路域环境达到“一路

净、一路美”目标。

安阳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

长李亚非说，安阳市不断加强依法保

护公路、维护路产路权方面的工作。

加强路政巡查保护，开展好多部门联

合执法，依法对侵害公路路产路权、威

胁公路安全的行为进行查处，保障公

路和公路附属设施完好。加大对货车

超限超载的查处力度，严查违法超限

运输行为，将货运源头治理与路面执法

有机结合，重点打击“百吨王”严重超限

超载货车。落实违法线索有奖举报工

作，对相关违法线索进行举报，举报经

查实的，举报人最高可以获得2000元

的奖励。

（上接第一版）

“就是脱一层皮瘦10斤肉也
要把树栽遍中蛇山”

这句不假思索的承诺，成了仝国富压

在心里的“千斤重担”：绿化一座荒山，需要

开山辟路、采购树苗、挖坑栽种、引水上山、

后期管护，这其中需要多少投资，需要多少

机械和人力，他心里没底，这不仅是他人生

中的第一次，也是茨芭镇生态绿化史上的

第一次。

既已承诺，就要付之行动。一向重诺守

信的仝国富下定了决心，要干就要干好，这

不仅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更是他这

个民营企业家应该回报社会的义务和责任。

第二天上午，他便召开了企业有关负

责人参加的绿化专题会议，他向大家这样

说：“绿化荒山，是一项功在当前、惠及后代

的好事、善事，作为民营企业，义不容辞，我

们就是脱一层皮瘦10斤肉，也要把树栽遍

中蛇山，让绿色覆盖中蛇山。”

2018年12月初开始，中蛇山国土绿

化战斗打响了。

无路，机械设备无法上山成为荒山绿

化的第一道“门槛”。茨芭镇中蛇山国土绿

化指挥部经过实地勘查，规划设计了盘山

道路。仝国富租赁来三台大型挖掘机，历

时20多个昼夜奋战，终于在中蛇山的前

坡、后坡和东坡开出了3条全长9.8公里、

宽6米的盘山路。

中蛇山山坡陡峭、乱石成堆，如果直

接在山坡上用机械挖坑栽树，安全隐患较

大，加之坡陡存不住雨水，树木成活率低。

怎么办？仝国富决定，在从山底到山顶的

几面坡上开辟出一道道环山梯田。

茨芭镇镇长刘世杰不无担忧地说：“开

辟梯田，将会大大增加企业的绿化投入啊。”

仝国富说：“这个没问题，即使多投入

点，也要确保栽植的树木成活。”

为加快梯田开挖进度，尽快把树木栽

到山上，仝国富从县内和县外以每小时每

台160元至240元不等的价格（车型大小

不一），租赁挖掘机开挖梯田、挖掘树坑。

“最繁忙时，每天有27台挖掘机在山上开

挖梯田，加上其他平整场地、开山修路的铲

车，以及拉土车、拉水车等车辆，到处是机

械的轰鸣声和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整个

中蛇山仿佛沸腾了一样。”茨芭镇人大主席

张炎锋感慨地说。

按照郏县国土绿化指挥部的规划设

计，每亩荒山至少需要栽植130棵树木，

3016亩中蛇山就需要栽植30多万棵树。

从哪里购买这么多的树苗？仝国富通过网

上查找、找朋友帮忙、让绿化部门提供信

息，多路出击，寻找树苗培育公司。2019

年1月，他开车20多个小时赶到山西一家

育苗公司采购树苗，以每株8元左右的价

格，投入七八十万元，购买白皮松、花椒树

等耐旱树苗10多万株。在当地租用车辆

运输到郏县后，及时雇佣民工栽植。然而，

10多万株树苗成活率不到50%。

啥原因？仝国富找来绿化方面的技

术人员求教。专业人士说：“这主要是树苗

在长途高速运输中被风吹日晒，以及树苗

从起出到栽植的周期太长，树苗体内水分

损失过多，造成栽植成活率低。”

40多万元损失买回了一个沉痛的教

训。仝国富改变方法，从郏县附近的育苗

公司购买树苗，并采取多次小批量购买、多

组织民工加快栽植速度的方法，有效地提

高了树苗的成活率。

水是万物之源。如何解决荒山绿化

用水问题，成为仝国富最头疼的一件事。

刚开始，仝国富从中蛇山下最近的前庄村、

铁炉村买水，然后租用水车跑4公里把水

拉到山上，再通过水管把水从车上导引到

树坑里，一棵树一棵树地去栽植、浇灌。“这

种办法效率太低，水浇完后，水车再下山拉

水，山上只得停工等水。一辆水车一天最

多只能运送两车水。”仝国富说。

为加快绿化进度，富宇公司又投入20

多万元，购买了11个圆柱形大水罐，安放

在中蛇山的山顶、山腰等适当地方。水车

不停地把水拉到山上，放流到水罐里，栽树

民工通过水管、利用高度差不停地把水引

流到树坑里，这样栽树速度大大提高。

三分栽七分管。“树栽上的头一年最

为关键。如果浇水跟不上，树苗一遇干热

风，不管栽得多好，过不了几天就会旱死。

树苗只要扛过第一年，以后基本上就不碍

事了。”仝国富说。

为了确保已栽树木成活，仝国富又聘

请10多名民工，到山上巡查，发现树苗有

干旱症状，立即引水浇灌。

刘世杰说：“中蛇山上的树苗，从开始

栽植到现在，仝总已组织民工浇灌了7次

水。我们大略算了算，从山下拉到中蛇山

上用于浇灌树苗的水，基本上相当于在

100个以上标准足球场大小的水坑里放了

1米深的水。”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仝国富用

了两三个月时间，投入资金2000多万元，

硬是在光秃秃的中蛇山上，栽植成活了一

棵棵树木。

站在中蛇山山顶，看着眼前一棵棵迎

风摇曳的马尾松、侧柏、刺柏和绿叶挂满枝

头的五角枫、皂角树、柿树、核桃树，仝国富

有说不出的激动和高兴。他说：“我不图别

的，只图看着自己栽下的树苗能长大成材，

心里就很满足了。要是这里的群众说起我

时，能说一句老仝这人还不错，还是给咱办

了些好事，那我就感激不尽了。”

2019年4月，全省“生态文明媒体行”

记者采风团在中蛇山采风时，人民日报社、

新华社等10多家国家、省、市主流媒体的记

者，纷纷对这一出色的绿化工程表示赞叹。

“只要政府需要，我们决不退
缩”

中蛇山国土绿化攻坚战役圆满收官

后，仝国富肩上好像卸下了“千斤重担”。

然而，让仝国富没有想到的是，另外的两场

国土绿化攻坚战正等待着他去迎战。

2019年初冬，郏县再次发起冬季国土

绿化战役，鉴于地方政府的财力有限，茨芭

镇决定采取广泛筹集社会资金的办法，对

镇区北部空山洞村周边的7000多亩荒山

进行绿化。

仝国富当即对镇党委书记黄鹏说：

“黄书记，我们干！只要政府需要，我们决

不退缩。”

“在中蛇山绿化中，你们的企业已经

作出了很大贡献，不能再麻烦你们了。”黄

鹏说。

“没事，黄书记。放心吧，还是那句老

话，我们一定能干美。”仝国富表态说。

空山洞村地处郏县、禹州、汝州三县

（市）交界处，曾是郏县最穷、最落后的地

方。这里山高路窄，交通不便，水源极缺，

要在这里实施荒山绿化，其难度不亚于中

蛇山的绿化攻坚战。此时已经有了一定荒

山绿化经验的仝国富，于2019年冬季启动

实施了空山洞荒山绿化大会战。截至今年

春季，富宇公司已在空山洞村的荒山上投

入资金1000余万元，开挖和整修绿化道路

20多公里，栽植侧柏、刺柏、五角枫、马尾

松、柿树、皂角树等各类耐旱树木40多万

株，已绿化面积超过4000亩。

位于郏县县城北4公里处的眼明寺山

区，是该县规划建设的森林公园。为了搞

好森林公园绿化建设，该县采取捐款、捐

树、捐建、义务植树等方式，动员党政机关、

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力量投入眼明寺森林

公园的绿化行动，这一办法不仅解决了国

土绿化政府资金短缺问题，还在全县营造

了全民参与国土绿化行动的良好社会氛

围，有力推动了国土绿化行动的有序实施。

仝国富和郏县的众多民营企业家一

样，义无反顾地加入森林公园绿化建设

中。去冬今春，仝国富挑起了1500亩眼明

寺森林公园的绿化任务。今年以来，他带

着3台挖掘机、5台洒水车和四五十名工人，

在眼明寺的绿化带内挖坑栽树浇水。目

前，他已投入资金800多万元，栽植柏树19

万多株，并给树苗普遍浇过3遍水，树木成

活率达80%以上，圆满完成了绿化任务。

区内修复，露天矿区披新绿；区外补

偿，昔日荒山绿满园。三年来，仝国富和他

的富宇公司动用机械设备数百台，人员

30500余人次，栽植各种树木近百万棵。

昔日的一个个荒山秃岭，如今已经“草木蔓

发，春山可望”。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栗金
明)5月 29日，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

际，中原银行信阳分行工会、分行团委和

西关支行领导带领分行青年志愿者们走

进信阳特殊教育学校，开展“携手特殊儿

童，感恩社会温情”迎“六一”志愿服务活

动，让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感受到来

自中原银行的温暖和关爱。

志愿者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水果、

牛奶等节日礼品，同孩子们一起制作儿

童节心愿卡，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原银行

大哥哥大姐姐们对他们的关心呵护，并

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自立自强。

特教学校的孩子们也为志愿者们

表演了节目，精彩的手语是孩子最真挚

的表达方式，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融入

对生活的美好渴望、对未来的美好憧

憬。

“此次活动，传递了中原银行的温

度，让大家感受到了作为本土金融机构

的责任担当，也让这些特殊孩子感受到

了来自社会的关爱，让他们度过一个快

乐的儿童节!”中原银行信阳分行一负责

人说。

“直播间的宝宝们，我是内乡县县长

杨曙光，我为内乡代言。这是曙光油桃，

咬一口，甜脆多汁！”5月31日下午，在内

乡县赤眉镇万亩油桃基地，县长杨曙光与

网红米米米亚、葱花一同亮相淘宝直播

间，倾情“代言”内乡特产和特色文旅产

品，助力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面前是万千网友，身后是层层桃林，

“县长直播”也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

好处,赢得315万次围观，累计总成交额

达98.55万元。这次活动是阿里巴巴公益

基金和网商银行联合发起的县长来啦公

益助农直播活动首发(站)。

内乡县是全国最大的油桃生产基地，

产量超亿斤，产值超亿元，被誉为“油桃之

乡”，带动2000多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丰产的油

桃却面临销路受阻的问题，油桃价格跌跌

不休。

“去年三亩油桃卖了18000元，可把我

高兴坏了。”赤眉镇贫困户王玉祥说，今年行

情差，前期开价才七八毛钱，但县长助农直

播卖桃，聚爱优选对贫困户的油桃高于市场

价收购，这钱袋子肯定鼓起来。

“只要对产业有利、对企业和群众有

利，我愿意直播‘带货’，直播本身就是政

府服务的创新。”杨曙光说。

杨曙光曾荣获“2019年全国脱贫攻

坚创新奖”。在他看来，引入当下最流行

的新业态，以政府信用为果农背书，帮助

果农解决售卖难问题，只是直播的一个目

的；他更希望通过这一形式，在内乡这块

土地上，大力开拓市场化扶贫道路，开启

乡村振兴的内乡路径。

直播变成了新农活，而数据变成了新

农资。在相距直播间不远的油桃储藏库，

40多名工人正在忙碌地进行油桃出库、

分拣、打包、装箱等一系列工作，日发货量

超过了1万件。直播让农产地和市场连

接更加紧密了。

从骑车驮筐秤卖桃，到装箱车载经纪

人卖桃，再到网上预售提前卖桃、县长直

播卖桃。赤眉镇东北川村的贫困户王小

女不住地感叹：“过去论斤卖，现在按个

卖。油桃上网，果子不愁卖，俺们赤眉油

桃越走越远喽。”

“吃完油桃，再来口油桃汁，清凉一

夏。”网红葱花手拿果汁向网友展示，这是

用赤眉油桃制作的果汁，还未上市敬请期

待。

“除了鼓励、引导农产品销售往电商

渠道转移，我们还积极探索深加工领域，

拓展油桃产品的产业链条，促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为扶贫富农、乡村振兴打下基

础。”杨曙光介绍。

近年来，内乡紧抓“互联网+”机遇，以

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设

为抓手，推动电子商务应用与精准扶贫深

度融合，带动贫困人口通过电子商务拓宽

就业增收渠道。目前，内乡县已有电子商

务企业700余家，以家庭宽带和手机为依

托的网商达万余家，从业人员5万多人，

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53.5亿元，网络零售

额14.6亿元。

山水为媒点亮风景，文化为魂丰富内

涵。“产业种成景观，风景卖出‘钱景’，赤

眉正蝶变成为城里人向往的‘桃花源’。”

赤眉镇党委书记李丰高说。赤眉油桃沟

每年吸引游客5万余人次，沿途6个村庄

300多户群众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脱贫。

截至目前，内乡县已发展旅游重点村

35个，带动就业3万多人，年人均增收1.5

万元以上，文旅产业已成为拉动群众脱贫

致富奔小康的“新引擎”。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5月28日，

在西平县芦庙乡宋营村，西平县小康农

机专业合作社的两台“谷王TB80”小麦

联合收割机正在给群众收割小麦，极光

绿的收割机在麦田间来回穿梭，显得格

外耀眼。

今年49岁的西平县小康农机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焦得领现在已是个老农机

手了。不过，他与农机结缘还是在2003

年非典时期。因为“非典”，山东、河北的

收割机都来不了了。为了自己收麦方

便，焦得领借资购买了1台每秒喂入量

2.5公斤的小麦联合收割机。

那款收割机尽管马力小，收得也不太

干净，但毕竟是机械化作业，自己家的几

亩麦子很快就收完了。之后，焦得领就帮

助周边群众收割小麦，并开着收割机到山

东、河北等地跨区作业，自己的小腰包也

逐渐鼓了起来。2008年5月3日注册成

立了西平县小康农机专业合作社。

2010年，焦得领在农机市场上看到

一台深绿色的“谷王TB50”小麦联合收

割机，每秒5公斤的喂入量，让焦得领兴

奋不已，当即购买了两台。每年“三夏”

期间，焦得领都会开着他心爱的“谷王”

收割机，驰骋在金色的麦田间，帮农民

收获希望，为自己收获幸福，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了合作社。

怀着对“谷王”收割机深深的爱，焦

得领的合作社先后购买了每秒喂入量6

公斤、7公斤、8公斤、9公斤的小麦联合

收割机，清一色全是中联重科生产的

“谷王”，车身颜色也由深绿变成了极光

绿。2013年，焦得领还荣获了“谷王”收

割机生产厂家评出的全国“十佳收获能

手”荣誉称号。

那么，在市场上众多的收割机中，

焦得领为啥对“谷王”情有独钟呢？焦

得领说：“‘谷王’收割机颜色清新、开着

舒适、收割干净、更新换代快，尤其是售

后服务更是没得说。无论收割机在哪

里出了毛病，只要一个电话，厂家维修

人员就会在2小时内准时到达故障现

场，帮助维修和更换零部件。这么好的

收割机谁不喜欢，我们合作社现在有社

员235人，拥有大中型拖拉机67台、配

套机具192部，使用的89台小麦联合收

割机，全部是‘谷王’！”

目前，焦得领流转农民土地1000

多亩种植的优质小麦已经成熟，一片片

金灿灿的麦田令人陶醉，随着收割机的

轰鸣声又将获得一个好收成。“等把村

里及周边的麦子收割完，俺就要带着这

些由‘谷王’收割机组成的绿色车流，前

往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收割了，这也是

农机手一年的收获与期望！”焦得领说。

6月1日，尉氏县邢庄乡水黄村小学生在欢快地舞动

国旗。当日，河南省教育厅把价值18000元的360套学

生服装发放给水黄村小学学生。 李新义摄

315万次围观 98.55万元总成交额

内乡 县长当主播 油桃云上“淘”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樊迪王倩

三年扮靓八千五百亩荒山

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

中蛇山山坡陡峭，乱石成堆，树木难

活，怎么办？“绿化愚公”仝国富硬是从山

底到山顶开辟出一道道环山梯田，给山

坡戴上一串串绿色项链。不得不佩服，

这个“愚公”有远见！

仝国富的远见还在于，他将绿色生

态视作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因

此，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毫不犹豫、毫不

退缩，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绿色是大

自然的底色，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

是经济财富。生态环境保护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

文明建设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我们

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更要有持之以

恒的坚守。相信在仝国富的感召下，有

更多的“绿化愚公”咬定青山不放松，一

锤接着一锤敲，让中原大地处处草木葳

蕤，绿意盎然。

本报讯（记者赵博 通讯员曹绍哲
蔚英豪 马黎明）一个个捐赠的书包，一

份份殷切的希望。6月1日，中铁电气化

局集团三公司通信分公司党委联合中移

铁通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党委来到登封

市颍阳镇夏庄小学，开展“庆六一 献爱

心”联创共建活动，为学生捐赠书包、水

杯、乒乓球台等学习、生活、体育用品。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三公司通信分公司党

委书记陈洪昌、中移铁通郑州分公司副

总经理陈讲辉出席捐赠仪式。

活动中，夏庄小学学生代表为参加

活动的各位领导佩戴了红领巾，校方组织

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优秀学生代表进行

了国旗下的演讲，表达了对爱心企业的感

激之情。随后，主席台各位领导为学生们

赠送了书包等爱心物品。陈洪昌代表捐

赠单位寄语，希望同学们刻苦学习，树立

远大理想，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三公司和中移铁通

郑州分公司作为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始终支

持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在完成施工生产任务

的同时，以党建联建、联创共建等活动为载

体，积极履行国有企业的社会担当和责任。

这个“愚公”有远见■短评

□本报评论员李相瑞

西平县芦庙乡小康农机专业合作社

89台小麦联合收割机全是“谷王”

信阳市平桥区农业农村局

多措并举战“三夏”

安阳市

确保公路“一路净一路美”乡村小学生收到礼物 情暖特殊教育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