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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曹怡然 通讯

员闫学森）“今年活儿不好找，我的腰又有

毛病，多亏村里的脱贫攻坚联合党支部帮

我找到这个在生产线上放料的活计，这活

不重，一按电钮就能完成，每月保底工资

能拿3000元。”7月10日，在南阳市鸭河

工区牧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水泥漏缝

板生产车间里，已在车间干了半个多月放

料员的脱贫户吕自玲欣慰地告诉记者。

吕自玲家住皇路店镇黄家庄村，丈夫

患癌无劳动能力，家中还有两个正在上学

的孩子，她因腰椎间盘突出不得不放弃原

来的工作。今年5月，牧康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的水泥漏缝板项目上线投产后，黄家

庄村的脱贫攻坚联合党支部副书记张健，

将吕自玲和残疾贫困户陈建州介绍到牧

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上班，为他们找到了

一条稳定增收的致富路。

鸭河工区总面积118平方公里，总人

口10万人。全区32个村共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636户 1219人，截至 2019年年

底，全区达到脱贫标准的人口共计292户

500人，现有贫困人口301户603人。为

推进全域党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鸭河工

区成立联合党委，依托区级产业、就业、兜

底保障等工作专班，成立领导包村联村、

项目建设、种植业、养殖业、外出务工、域

内就业、兜底保障等7个专项党总支（党

支部），吸纳农业农村、人社、民政、医保等

部门业务骨干作为党总支委员，统一指导

协调镇、村两级联合党组织工作。在辖区

内各村（社区）组建村级联合党支部和下

属党小组，将脱贫攻坚责任组组长、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主任和全体党员，以及派

驻该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帮扶责任人、产

业发展指导员和科技特派员中的党员，统

一纳入联合党组织。加强对村（社区）联

合党支部和党员的管理，确保党组织有人

管事、有钱办事、有场所议事，为党组织有

效发挥作用提供保障。

鸭河工区发挥党员专业特长和优势，

根据贫困户致贫原因，制定有针对性的

帮扶措施，探索推行“支部+企业（合作

社）”“支部+基地”“支部+电商”等模式，

将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员示范岗建

在致富项目中。鸭河工区以成园农业合

作社、兴达果蔬专业合作社为标杆，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同时，积极开展贫困劳动力就业技

能培训、产业带贫就近就业、开发公益岗

位等就业模式，拓宽就业渠道。目前，已

转移就业399人，开发村级公益性岗位

104个，全部安置贫困户就近就业。充

分发挥金融扶贫的产业支撑作用，全区

建立了覆盖32个行政村的金融扶贫服

务体系，对建档立卡贫困户逐户进行评

级授信，区财政注资风险保障金110万

元，对符合贷款条件的37户，落实小额

贷款28.62万元，用真招实招助力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政策保障等工作。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尽管今年面临

新冠肺炎疫情等多因素影响，我国夏粮生产

仍获丰收，产量创历史新高。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

夏粮总产量14281万吨（2856亿斤），比2019

年增加120.8万吨（24.2亿斤），增长0.9%。其

中，小麦产量13168万吨（2634亿斤），比2019

年增加75.6万吨（15.1亿斤），增长0.6%。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李锁强介绍，

2020年夏粮播种面积略减，但单产有所提高，

全国夏粮生产再获丰收，产量创历史新高。

夏粮单产提高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气候条件

总体有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另一方面是田

间管理加强，后期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尽

管新冠肺炎疫情对小麦返青期间田间管理、

农资供应等产生一定影响，但后期各地加强

了农资调运和小麦田间管理，总体看疫情对

小麦生产未产生大的影响。

有文化的黄河好像也懂英文一样，

在灵宝市与陕州区交界的地方拐成了一

个大大的“A”字，“A”字中间是被黄河

三面包围的一大片千年古枣林，古枣林

中藏了一个村子：灵宝市大王镇后地村。

“后地本来是没有村子的，就是灵宝

老县城后面的一片地，我们从三门峡库

区淹没区搬出来在这里安营扎寨后，后

地就成了村名。”57岁的后地村党支部

书记樊国正说。

7月13日下午6时，67岁的后地村

村民高立民才开个三轮车出动，他要去

枣林里把干透的枣树枝拉回家：“讲环

保，不能在田野里点火了！”

三门峡黄河沿岸，几乎所有人都知

道“335”这个特别的数字，海拔335米是

三门峡水库设计的蓄水高程。

“尽管三面都是黄河、还在库区，古

枣林的海拔是352米，绝对安全。”樊国

正说。

560户2260口人的后地村共有枣

林6000多亩，问村民：“有几亩枣林？”村

民都很迷茫，没有准确的答案，得问：“你

家有几棵枣树？”

后地村共有15万棵枣树，人均66

棵；560户，家家有枣树。是家家都有

吗？樊国正说：绝对是！

后地人有枣树、爱枣树、靠枣树。

爱到什么程度？村委会主任亢会霞

说：村里的街道并不整齐划一，有的民宅

凸出来、有的民宅凹进去，原因就是为了

给古枣树让地方，房前屋后保存下来的

古枣树有500来棵，村民们都叫它们摇

钱树。

村北连片的枣林里根本没有一家一

户的所谓分界线或“界石”，枣林下真没

有一棵草，中耕过的沙土十分松软，一脚

下去整个人就矮了几厘米；枣林中新修

了观光水泥通道，所有的通道都让着古

枣树；“年长位尊”的古枣树上挂了红布

条，红布条随微风而飘，一派神圣。

黑框眼镜、礼帽式遮阳帽，说话时手

舞足蹈，高立民活脱脱一个“乡村卓别

林”！

“你问我家多少棵枣树？你让我说

真话还是说假话？”高立民说。

有区别吗？

“说假话数少，说真话数多！”

说真话！

高立民伸出四根手指头：“400棵”！

收益咋样？

“去年不行！”高立民又伸出四根手

指头，“4万！”

你记忆中一年收入最多的是多少？

高立民伸出两根手指头，“20万！”

400棵枣树收入多少你基本满意？

高立民说，至少要8万！

后地村村南原来还有700亩粮田，

现在也都栽上枣树了，村东是枣树、村西

是枣树、村南是枣树、村北还是枣树；出

村向北下坡，更靠近“A”字尖的是1500

亩黄河滩涂，樊国正说，滩涂南高北低，

南北向分给了村民，原来都种花生、豆子

等，现在也种了一些林果。

前一段村里建停车场，占了樊转兰家

的地：“我可不依，我嫁过来那年栽的枣树，

20多年了，舍不得，我不要钱，只要树！最

后村里从另外的地方给我置换了枣树！”

后地人“舍不得”枣树是因为它是挣

钱的依靠，全村15万棵枣树的年收益至

少是1500万元，人均就超过了6000元，

况且投入也不大，不种枣树真有点傻了。

后地的枣叫囤囤枣，个大、上下一般

粗、核小、肉厚、有弹性、后味香，历史上

都不是专门食用的，主要药用、做中药的

“药引子”。樊国正说，至今在广东、广

西、云南、四川，灵宝后地的大枣依旧名

声显赫，广东人还把后地枣起了个名叫

“苹果枣”。

“种枣树能温饱，但儿子要结婚、要

买房，整体小康不能靠种枣，我们现在依

托古枣林做乡村游，就是要把黄河岸边

的生态变现，把无形资产变成有形资

产！”樊国正说。

7月15日，后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联合社在村里张贴告示：后地村民宿开

发面向全体村民招募股份，每股1000

元，每位村民限入两股。

后地村古枣林每立方厘米的负氧离

子很多，对于城里人来说，这是一种最大

的健康诱惑。

村里现在有 4家农家乐，生意不

错。为了不占枣林，村里第一期规划了

一道街6户的屋顶民宿，建成后至少有

24间客房50张床。

“全村去年的人均纯收入已达1.5万

元，唯一的贫困户荀铁平已经脱贫，唯一

的五保户张保生住在大王镇养老院，不

存在脱贫攻坚问题；我们最大的愿望就

是让古枣林焕发青春，让良好的生态变

成村民增收的途径，让在外打工的后地

人都回来，全家团圆！”樊国正说。

年年三月枣花开，枣花一开满天白；

古枣林中走一趟，甜蜜生活随风来。

枣花在高立民和樊转兰眼中已是几

十年的常景了，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每年

秋天白露后的二三十天里不要下雨。

那是大枣收获的时段，一下雨烂的

是枣、损失的是钱、伤的是心。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韩
浩符浩）“在过去，我们在监测水位水

量的时候，需要下水检查，很多笨重

的机器需要‘人背肩扛’，一天下来也

监测不了多少地方，数据变化快，更

新也来不及。”7月14日，记者在淮滨

水文站，见到从事水文监测工作31年

的张建华时他说，“现在好多啦，我们

现在添加了遥测设备，不仅可以保证

自身安全，而且还可以极快地向上级

传递水文信息。”

“这是ADCP系统（多普勒剖面

测流仪），在4个小时内就可以监测我

们所需要的流域水量，相较于以前监

测水流节约了很多的时间，极大方便

了我们的工作。”该站站长李涛用手

指着ADCP系统告诉记者，“我这每

两个小时都会向市局汇报监测数

据。”

为了健全防汛减灾体系，提高防

汛抗洪能力，淮滨水文站牢固树立

“大水文”的理念，时刻绷紧防大汛、抗

大旱的这根弦，建立健全各项工作责

任制，明确分工，定岗定责，任务落实

到人。并严格执行“四随”制度、拟校

报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汛期24小

时值班等工作制度，及早准备，做到

认识到位、组织到位、人员到位、设备

到位、方案到位。李涛说：“在汛前，我

们就对设在淮河河道的各处监测点

的设备进行了‘保养’，做到大水未来，

备汛不止。”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
为峰）黄河台前段是河南黄河的“卡

口段”，是游荡型向弯曲型过渡河段，

上宽下窄，泄洪不畅，滩区全部属于

低滩区，一旦漫滩，滩区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将会受到严重威胁，防汛形势

十分严峻。

近日，濮阳市2020年黄河防御

大洪水实战演练指令下达后，台前县

迅速召开2020年黄河防御大洪水实

战演练动员会，严格落实防汛抗洪责

任制，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应急预案，

实行全员上阵，一线指挥，县、乡（镇）、

村三级联动，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责

任，形成了协同作战的黄河防汛强大

合力。

台前县委、县政府多次召开紧

急会议、专题会议，安排部署防御大洪

水工作，严格落实值班防守、险工险段

巡查等具体事项。沿黄各乡（镇）迅速

进入临战状态，备足防汛物料机械，出

动大型机械1000余台，落实群防队伍

1万余人，对险工险段和抗洪基础相对

薄弱的地段进行了重点加固。

目前，台前县已圆满完成2020年

防御大洪水实战演练任务，黄河台前

段安全度汛，确保了当地群众生命和

财产安全。

7月11日上午，林州市黄华镇在桃源水库组织开展了一场防汛应急疏散转移演

练，镇民兵应急排、桃源村干部群众等50余人参加了应急演练。通过演练，群众进

一步了解预警信号、撤离路线、应急避险等知识，提高了全镇应急抢险救灾队伍处置

突发应急事件的能力。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路遥摄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近日，我省

第一部《草地贪夜蛾监测调查与综合防

治技术规程》正式发布，草地贪夜蛾监

测调查与综合防治取得新进展。该技

术规程是由漯河市农业科学院植物保

护研究所李世民研究员团队编制的漯

河市地方标准。

据了解，草地贪夜蛾是我国的新入

侵害虫，是全球预警的重大迁飞性农业

害虫，具有食性杂、繁殖力强、迁飞扩散

快、为害重、防控难度大等特性, 寄主植

物多达76科353种，对我国玉米生产造

成极大威胁。

去年5月，我省首次在信阳市浉河

区发现草地贪夜蛾幼虫为害春玉米后，

漯河市农业科学院立即组织开展草地

贪夜蛾的调查监测工作，联合市县植保

站加大田间调查力度，同时采集幼虫带

回实验室，在室内进行大批量多代连续

饲养，在总结本单位和其他相关单位有

关草地贪夜蛾监测研究与防治技术经

验基础上，汇总编制形成了该技术规

程，为当地防控和生产提供了重要参考

依据。

目前，漯河市农业科学院植保科研

团队已建立了草地贪夜蛾卵、幼虫、蛹、

成虫各个虫态的生长特征形态图片库，

对草地贪夜蛾在漯河市的发生代数、发

生范围、为害作物、各龄期发育情况进

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特殊之年我国夏粮生产再获丰收
总产量2856亿斤 比去年增长0.9%

本报讯（记者杨青）7月15日，记者

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省人

社厅、省财政厅近日印发《关于2020年调

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明确从

今年1月1日起，为2019年年底前已按

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

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提高

基本养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为2019

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5%。

此次调整，继续统一采取定额调整、挂钩

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调整办法，定

额调整体现社会公平，全省各类退休人

员调整标准保持一致；挂钩调整体现“多

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使在职

时多缴费、长缴费的人员多得养老金；适

当倾斜体现重点关怀，主要是对高龄退

休人员等群体予以照顾。文件印发后，

各地抓紧组织实施，7月底前，调整增加

的基本养老金将陆续发放到退休人员手

中。

据悉，这是国家自2005年以来连续

第16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也是继2016年以来连续第5年同步安

排适当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养老金水平；当前受疫情影响，财

政收入放缓，实施社会保险费阶段性减

免政策使养老金基金收支压力进一步

加大，适当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充分体现了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广大退休人员

的关怀，全省预计将有504万名退休人

员受益。

鸭河工区 全域党建凝聚脱贫合力

今年我省养老金上调5%
惠及504万名退休人员

□本报记者宋朝刘景华
实习生康梓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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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滨县

防汛抗洪用上高科技

台前县

完成防御大洪水实战演练

我省第一部《草地贪夜蛾监测调查与综
合防治技术规程》正式发布

草地贪夜蛾监测防治取得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