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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至上，健康第一。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

中央统筹全局、果断决策，坚持把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不遗

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每一位病患，从

出生不久的婴儿到100多岁的老人都不

放弃，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

略成果。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保护人民健

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维护经济社会

稳定的重要保障。要健全疾控机构和

城乡社区联动工作机制，加强乡镇卫生

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病预防职责，

夯实联防联控的基层基础，让基层医疗

机构强起来。

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在乡村，环境

卫生治理的短板在乡村，医疗保障的短

板在乡村，医疗技术和人才的短板在乡

村，信息化建设的短板在乡村，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人群在乡村，因此，强化

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刻不容缓。

强化基层医疗机构建设，我省当前

最重要的是要着力补齐短板，加快推进

基层卫生人才培养；坚决落实健康扶贫

“清零”行动，稳定优化贫困地区乡村医

疗卫生队伍；持续做好贫困人口签约服

务，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风险较高的

重点户纳入签约服务范围；积极推动基

层卫生信息化建设，实现全省联网共用

共享。要实行县乡村一体化管理，坚持

以县带乡、以乡带村，发挥好县级医院

上联下带的作用，形成引导优质医疗资

源向基层下沉的体制机制。

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基层医疗强

起来，人民健康有保障，脱贫致富就不

再难。

乡村乡村新语新语

让基层医疗机构强起来
□李相瑞

王国生在信阳市调研时强调

不误农时抓好抗旱抢种
紧盯项目强化发展支撑

我省麦收已过九成
已收获小麦8209万亩

不误农时 抢收抢种

产业脊梁挺起来

本报讯（记者李铮）6月5日至6日，

省委书记王国生在信阳市调研抗旱抢种、

产业发展、职业教育等工作，听取干部群

众对贯彻落实“两个更好”重大要求，加快

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建议。

在罗山县尤店乡方湾村，王国生调研

“三夏”生产工作，实地查看土壤墒情、灌

溉设施，了解水源调度、苗情长势、抗旱抢

种情况，与正在插秧的群众亲切交谈，询

问灌溉成本、插秧进度和生产生活情况。

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把抗旱抢种作为当

前农业生产的头等大事，动员组织群众利

用一切水源、一切机具，千方百计保障灌

溉用水，全力以赴造墒抢墒，不误农时种

好秋粮。要坚持“种子落地，管字上马”，

早管、细管、精管，及时查苗补种，促苗早

发快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牢牢掌握秋

粮生产的主动权，为再夺全年粮食丰收打

下坚实基础。

在碧桂园现代筑美家居产业园、中部

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王国生走进生产车

间和技术中心，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听

取加快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建

议。他指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个更

好”的重大要求，必须牢牢树立新发展理

念，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推

动产业集聚区“二次创业”，集中精力壮大

主导产业，提高产业配套能力，不断提升综

合素质和竞争力。王国生叮嘱当地负责同

志，要积极对接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把招商引

资作为老区振兴发展的着力点，积极布局

新兴产业，承接产业转移，在更大范围内配

置资源，抢抓新一轮产业革命机遇，为老区

振兴发展培育新动能、打造新优势。

在信阳涉外职业技术学院，王国生观

看外派劳务助推脱贫攻坚成果展，与学生

们亲切交流，重温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

托，勉励大家树立振兴老区、造福家乡的

志向，他指出，加快老区振兴发展，归根到

底要靠人才，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着力

引才育才聚才，为加快大别山革命老区振

兴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穆为民、乔新江参加调研。

“平地起谷堆”。

看似一句平常话，用在南召县城郊

乡上店村的几千亩荒山坡地上，再也贴

切不过了。

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因为

没有水源，山民们偶尔在山地上种点玉

米、花生、谷子，也是靠天收。风调雨顺

的时候多少还能收获一点庄稼，顾得上

口粮；碰上天旱无雨，基本上就是颗粒

无收，有时候连种子都顾不住。

2019年2月，国际玉兰花博园的开

建，让上店村方圆几里的老百姓尝到了

甜头。依托国储林项目核心基地建设，

南召县与乡村振兴、生态绿化结合起

来，全力打造中国最大的玉兰花博园，

以玉兰苗木种植为主，间作中药材和其

他花卉苗木，三产融合，配套建设了水

上乐园、儿童乐园、荷花塘、婚纱摄影基

地、小吃一条街、健康养生基地等。规

划面积5.5万亩，涉及4个乡镇、8个行

政村。目前已流转2.7万亩，全部种上

了玉兰苗木和配套花卉苗木。

5月18日，沿着山路蜿蜒而行，这里

黄山披绿，苗木成行，百花争艳，“林药

景”一体化发展雏形凸显。60来岁的孙

富玖长年在园里务工，家里原有的10来

亩山地全部流转出来，每亩山地年流转

费490元。每天在这里浇水、种树，干

活的工资按日结算，一天100元，干完当

天就发记工卡，月底准时打到银行卡

上。转眼间，贫困户变成了“幸福人

家”。附近的柴岗村大胡坪组有100多

人，原来最好的年景全村收入也就是18

万元左右。土地流转后，去年一年收入

了46.38万元。

一个产业兴了一片经济，富了一方

百姓。

南召作为典型的山区县、农业县，

县域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任务非常

重。在当前外出务工日益窄化的情况

下，唯一的途径还是要通过本地工业发

展和城市规模扩张，来促成农业劳动力

和人口减少，从而筑牢基座，加快县域

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南召县委、县政府

深谙产业发展之道，在战略方向上注重

通过“1+N”模式培育产业集群。通俗

来讲，就是选择一个产品、带动一个产

业、形成一个集群、培育N个龙头企业。

酵素产业的发展让南召成为名扬

国内外的“中国酵素之都”，这一切只源

于县内一家酵素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恒利康是一家研发、生产、销售益

生菌、植物酵素、植物发酵全系列饮品、

固液体饮料、植物提取物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构建出

完整的上、中、下游产业链条，产品特色

鲜明而突出。

向上溯源，丹参、山茱萸、杜仲、天

麻、山楂、柿子、野葡萄、木瓜、冬瓜、南

瓜、香菇……这些南召农户习以为常的

农产品，都是恒利康的重要原料。恒利

康依托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丰富

的60多种水果、60多种蔬菜、25种菌

菇、30多种中药材，四大类170多种植

物，进行750天的发酵、螯合，添加益生

菌合成具有绿色天然、营养丰富的保健

食品——极品酵素。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廖涛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记者6月 7日从

省农业机械技术中心获悉，截至当天17时，

我省已收获小麦8209万亩(占全省小麦种

植面积的96%)，当日共投入小麦联合收割

机6万台。

目前，周口、许昌、商丘等地麦收已基本

结束，开封已收获小麦364万亩（占种植面积

的97%）、洛阳已收获小麦338万亩（占种植

面积的94%）、新乡已收获小麦513万亩（占

种植面积的97%）、焦作已收获小麦227万亩

（占种植面积的89%）、鹤壁已收获小麦92万

亩（占种植面积的65%），三门峡已收获小麦

71万亩（占种植面积的63%）、濮阳已收获小

麦235万亩（占种植面积的66%）、安阳已收

获小麦16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61%），长垣

麦收基本结束、济源已收获小麦29万亩（占种

植面积的87%）、滑县已收获小麦137万亩

（占种植面积的76%）。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李学
军）“今年收了麦一直没下雨，农机部门

的工作人员一早儿就来咱合作社指导检

修机具，让我们主动跟附近村庄和种植

大户联系，发挥机械优势，给他们提供抗

旱抢种作业服务。”6月5日上午，舞阳

县玉洁合作社理事长刘海进正在章化镇

刘庄村利用机械设备帮助群众浇地。

今年夏收后，舞阳县旱情持续，抗旱

夏种任务紧急。为认真落实省、市、县

“三夏”抗旱抢种工作要求，县农机推广

服务中心迅速行动，精心部署，联系各个

种植合作社，利用机械设备帮助群众抗

旱抢种。

据了解，舞阳县农机推广服务中心

全面动员组织农机合作社、种植大户及

时检修机具，引导他们通过开展集中连

片作业和托管服务提高机具效率，降低

作业成本，辐射带动全县群众迅速投入

抗旱抢种工作，加快推进秋作物播种进

度。同时，指导农机经销商备足备好抗

旱机具，保证物资供应到位。

目前，舞阳县农机推广服务中心已

动员组织全县26家重点合作社投入抗旱

抢种工作，带动群众迅速掀起抗旱抢种高

潮。截至6月5日，全县共投入抗旱机具

6400余台套，灌溉面积超过20万亩。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入夏以来，全

省持续高温天气、降水偏少，面对不利条

件，全省开启“抗旱抢种”模式。面对旱

情，应如何应对，玉米、大豆播种注意什

么？6月7日，记者采访相关专家，指导农

户“种”字当先、科学夏播，保障秋粮生产。

“面对旱情，应该因地制宜、分类施

策，做好玉米播种。”河南农业大学农学院

教授、玉米专家刘天学说，降水偏少和持

续高温天气叠加带来的旱情对玉米播种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旦墒情不好，播种

前后又没有浇水的话，会严重影响玉米出

苗。根据目前情况，墒情合适的地方，应

抓紧抢墒播种，墒情不好的地方，则应抗

旱播种。对于黏重、板结的土壤，如砂姜

黑土等，建议如果有条件，应先灌溉再播

种，即造墒播种；对结构比较好的土壤，

如沙壤土等，可以先播种再浇水。

刘天学提醒说，针对玉米播种时间，

最迟不能超过6月20日，因为一旦播种

过晚，生长过程中积温不够，会对产量造

成影响。如果播种晚，建议不要选择晚

熟品种，应选择生育期短、早熟的品种。

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郑州综合试

验站站长、省农科院大豆专家卢为国则

建议，在大豆播种上，应注意普通农户与

种植大户的区别，他介绍说，虽然旱情对

大豆播种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根据近几

年的经验，大豆播期晚一点问题不大，可

以等雨等墒播种，但应在6月25日前完

成播种。因此，一般的农户、种植面积较

小的话，可以等几天。但对于种植大户

来说，建议如果有条件，要及早浇水播

种。卢为国解释说，就目前而言，我省多

数地区缺少自动灌溉设备，导致灌溉速

度较慢，一旦6月中旬无降水或降水较

少，再浇水、等地干播种的话，由于劳动

力缺乏、灌溉时间长等原因，会影响播种

时间，易造成播种过晚，从而影响产量。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6月5日，在

第49个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河南省纪

念“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郑州举

行，通过视频连线和网络直播的形式，为

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河南生态环保

之旅。

在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下，此次活动

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首次以线上方式

举办活动，呼吁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

继续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建设

美丽河南助力加油。

“让我们携起手来，齐心协力、众志成

城，坚决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努

力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

美丽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

王仲田表示，抓好大保护，推进大治理，齐

心协力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新局面，成

为今年环境日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

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坚持以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

遵循，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

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狠

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着力

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

“维护黄河健康生命，让黄河流域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们将为此不懈

努力！”当天，我省沿黄八市的生态环境

局局长联合发布黄河流域绿色发展宣

言。活动现场还连线了封丘县陈桥镇

陈桥村党支部书记刘继恩、濮阳市生态

环境监测中心分析实验室主任吴冬玲，

听他们讲述黄河生态变迁。

6月7日，济源示范区轵城镇中王村农民正在用井水浇灌农田。近期，当地抢墒抢种，及时利用各类灌溉设施浇灌农田，为秋粮丰收

打下基础。 付卫东摄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通讯员王春
亮付玉冉）近日，在荥阳高村乡马砦村

的田间，10多名党员志愿者正在帮助

村民马刘东将麦子打包装袋、搬运到

车上。高村乡农田里，机声隆隆，鲜红

的党旗随风飘扬，一个个身穿红马甲

的党员志愿者穿梭在田间地头，帮助

村民抢收抢种。

高村乡是荥阳市农业大乡，为确

保“三夏”生产顺利进行，该乡成立30

余支“红旗飘扬”党员志愿服务队，奔

赴田间地头，奋战“三夏”一线，帮助

农民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据了解，“红旗飘扬”党员志愿服

务队共招募党员志愿者300多名。党

员志愿者主动与贫困户、孤寡老人结

成帮扶对子，帮助他们及时协调农机

收割小麦；联合农业农村、供电、市场

监管等职能部门，指导群众夏收、夏

种，对市场销售的农资产品进行检

查，全方位服务群众；设立瞭望点，准

备水桶、灭火器等防护物资，不间断

监控巡逻，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

为“三夏”保驾护航。

荥阳市高村乡

党旗飘扬田间地头

我省首次举办线上“六五”环境日活动

沿黄八市联合发布绿色宣言

专家指导农户因地制宜抗旱抢种

及早播种 及时灌溉

抗旱保丰收 农机当先锋
舞阳投入抗旱机具6400余台套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 通讯员邵海
华 王钟锐张金成)“党的惠民政策送到

了老百姓的心坎上，不但为俺家的小麦

免费买了保险，而且与种植专业合作社

签订回收协议，小麦价格还比市场价高

上1毛钱，丰收后还有政策补贴，现在

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6月4日，望

着正在收割的麦田，尉氏县小陈乡西贾

村的贫困户张永伟开心地说。

丰收有保障，田间管理是基础。今

年，小陈乡在做好春耕备耕的同时，还

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夏管质量。一是组

建帮扶队伍，开展线下服务，切实帮助

贫困户开展麦田追肥、辣椒西瓜育苗

等春耕生产活动；二是邀请植保专家

为村民们开展田间管理培训，讲解麦

田锈病等常见病预防和防治技巧，传

授田间管理技术。

丰收有保障，奖励激励是关键。为

激发贫困户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小陈

乡党委、乡政府积极把国家的各项政策

补贴落实落地。如农业农村局的产业

奖补项目，一亩地就能为贫困户带来

200元的补贴；小陈乡的优质小麦产业

扶贫项目，种植优质小麦的贫困户每亩

能得到100元的补贴。

尉氏县小陈乡

贫困户乐享丰收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