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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省供销社系统计划新增土地托管面积300万亩，新建12个为农服务中心

2025年，全省供销社系统将新建为农服务中心200个，托管土地面积达3000万亩以上，

服务带动小农户100万户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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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供销社系统加快推进“一站式”农业社会化服务

当好中原大地“田保姆”
□本报记者赵博

通讯员张铮男张晓强

1月13日，确山县双河镇的

田地里一片绿油油的景象，处在

分蘖期的小麦正奋力汲取着大地

的营养，这一切都被它的管理者

白晶看在眼里。

白晶是确山县双河镇为农服

务中心的主任，因为托管着县里

万余亩的土地，他还有一个更亲

切的称呼——“田保姆”。

“今年气温低，目前小麦没有

发生病虫草害，请在外务工的农

民放心，我肯定把托管的12500

亩小麦照看好。”白晶说，现在为

农服务中心又购置了卷盘式全自

动喷灌机等大型农机设备，今年

可以托管的土地范围将会进一步

扩大。

白晶算了一笔账：小麦托管

前，1亩地的管理成本在230元左

右，托管后1亩地的管理成本降至

180元，通过统一管理，小麦每亩

还能增产100多斤。收获后，为

农服务中心还会以每斤高于市场

价2毛钱进行收购，农民啥心也不

用操，只需要过年回家数钱就行

了。

在省供销社和确山县供销社

的大力支持下，双河镇为农服务

中心集土地托管、农资供应、统防

统治、烘干回收等功能于一体，为

当地土地托管服务提供了载体和

平台，成为全省供销社系统开展

“一站式”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省供销社以服务“三

农”为宗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

总抓手，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农

业农村部门协同作用，切实抓好

为农服务中心建设工作，以“田保

姆”的角色积极为我省提供农业

全程社会化服务。

有一组亮眼的数据可以反映

全程化社会服务取得的成绩：截

至目前，全系统依托省财政专项

资金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标准

化为农服务中心34个，建设生产

性服务中心736个，托管土地面

积1368万亩，超过全省耕地面积

的10%，超过全省土地托管总面

积的30%，在全国供销社系统中

排名第二位。

“我们以社有企业为抓手，以

基层社和农民合作社为基础，以

信息化为手段，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土地托管服务。”省供销社二级

调研员刘国栋说，全省供销社系

统计划2021年新增土地托管面

积300万亩，新建12个为农服务

中心，进一步拓宽服务范围。

省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

主任刘延生指出，建设为农服务

中心不仅是供销社参与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是扛稳粮食安全重

任的有效载体，更是供销合作社

践行为农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

“十四五”期间，全省供销社系统

将加快为农服务中心建设，积极

开展土地托管服务，叫响“农民外

出打工，供销合作社为农民打

工”。力争到2025年，全省供销

社系统将新建为农服务中心200

个，托管土地面积达3000万亩以

上，服务带动小农户100万户以

上，在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

品质量安全的同时，更好地服务

我省国家粮食核心区建设，为加

快推进我省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

有力服务保障。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胡恩来）

“郸城扶贫有一怪，道路修到省以外。农机

耕作跑得快，粮食哪贵拉哪卖。”1月14日，

记者在郸城县白马镇王河口村，听到村民王

世宏编的“顺口溜”。

去年秋季，王世宏家种的7亩半高淀粉

红薯大丰收，他用四轮车把红薯运到郸城工

业园区的天豫薯业公司，每斤多卖4分钱，

这一季就多收入3200多元。

“这在往年是不可能的事。”王世宏的家

位于“一脚踏两省，鸡鸣听三县”的豫皖交界

处，村子里1100亩耕地在界河南岸的安徽

太和县境内。“位置偏僻，界河上的生产桥坍

塌多年，地里没有生产路，农机无法过河，肥

料种子都是人背肩扛，农产品下来只能坐地

销售，给钱就卖，种地渐渐失去了信心。”

“扶贫路上不落一人。”为了这1100亩

地，该县投入370万元，把扶贫路和桥修到

了“安徽境内”。桥通了路通了，种庄稼得风

得水。望着自家一望无际的麦田，王世宏的

喜悦之情不胜言表。

说起王世宏的脱贫故事，该县交通运输

局局长杨平介绍说：“王河口村原来只有农

田打井配套资金，没有修桥修路的计划，这

主要得益于涉农资金的统筹整合集中使

用。”

脱贫攻坚、财力当先。如何把有限的资

金“用到刀刃上”，郸城县作为大别山连片特

困地区扶贫开发重点县，积极探索“多个渠

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涉农资金整合机

制，整合所有涉农资金，统筹投入到脱贫攻

坚。自2016年以来，该县整合涉农资金25

亿元，投向最急需的地方，为支持打赢脱贫

攻坚战备足了“粮草”。

郸城县财政局局长张振新介绍，5年

来，该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用于农村危房

改造资金10042.82万元，让6272户农户

“住有所居，居有所安”；投资9.58亿元，修

建扶贫道路1599公里，行政村通班车率达

100％；投资8997万元，新建乡村扶贫车间

132个，带动企业个人自建车间114个，形

成了“县有总厂、乡有车间、村有站点”的模

式。如今全县488个行政村旧貌换新颜，农

村危房实现阶段性清零，农村垃圾实现全面

治理，贫困村硬化道路实现“五通”，安全饮

水到人全覆盖，文化广场到村全覆盖，一个

个贫困村变身脱贫致富模范村。

郸城县扶贫资金管理工作在河南省扶

贫资金绩效评价中连续三年获得省级优秀，

奖励资金750万元。2018年，作为我省唯一

的县级单位，应邀参加财政部召开的全国加

强扶贫资金管理专题座谈会并作经验介绍。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有效解决了以往

涉农资金多头管理、交叉重复、使用分散等问

题,使‘三农’资金聚成拳头，集中使用，实现

资金效益最大化。”郸城县县长李全林表示。

郸城 扶贫路上不落一人

本报讯 (记者李燕通讯员杨风)

1月13日下午,副省长武国定到民

权县调研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

看望慰问第一书记和驻村帮扶干

部,并开展信访接访。

武国定先后来到孙六镇刘炳庄

村、任庄村和王庄寨镇,深入村部、

卫生室和扶贫车间,详细了解第一

书记和帮扶干部的工作生活情况、

基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和

乡村产业发展情况。

在党建联系点孙六镇任庄村,

武国定主持召开市、县、乡、村四级

党员干部座谈会,听取对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谋划乡村振兴工作的意见建

议。他指出,要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

好,把国家和省考核反馈问题整改

好,严格落实各项帮扶政策措施,防

止出现规模性返贫;要把乡村振兴谋

划好,实施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县

域内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

均等化,实现乡村“五大振兴”;要把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好,做好政

策、机构、工作衔接,实现平稳过渡,

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武国定还在民权县信访大厅接

待了信访群众,他嘱托相关县乡负

责同志,春节将至,信访接待量可能

有所增加,要耐心做好群众思想工

作,理顺情绪纾难解困,妥善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依法依规解决信访问

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聚焦·2020年河南省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1月14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2020年

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新闻发布

会对外通报，2020年全省环境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245天（不含济源），

占比达67.0%，是2015年以来最好

的一年。

“去年的优良天数同比2019年

增加了52天，提高14个百分点。

较2015年增加63天，提高16.5个

百分点。”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一级巡视员焦飞介绍，

2020年消除了春夏秋三季重度污

染，冬季重度污染天数显著下降。

同时，全年轻度污染的天数有88

天，同比2019年减少34天；中度污

染的天数有20天，同比减少7天；

重度污染的天数有11天，同比减少

9天；严重污染的天数有1天，同比

减少1天。同比2015年，重度及以

上污染天数减少18天。焦飞说，

2020年，全省PM2.5、O3、CO、优良

天四项指标改善幅度在京津冀及周

边省份中均为最大。在全国168个

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中，郑州市进

位3个，成功退出后20名。同时，全

省优良天数增幅在全国最多，比全国

均值（17天）多35天。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1月14

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

“2020年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系

列新闻发布会”之实施农村公路“百

县通村入组”工程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20年全省共新增1.69万个自

然村通硬化路，占年度目标的

113%，全省自然村通硬化路率达

89%以上，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随着“百县通村入组”工程的深

入推进，全省农村公路通达深度、网

络化程度和通畅水平明显提升，农

村地区实现了“进得来、出得去、行

得通”“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的

梦想基本实现，农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不断增强。

两年来，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

2.4万公里，新增2.97万个自然村通

硬化路，新安、孟州、内乡、正阳等

84个市县实现20户以上自然村全

部通硬化路，农村公路建设迈入了

新阶段。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唐彦民介绍，2020年，全省农村

公路建设完成投资121.5亿元。其

中，争取交通运输部车购税补助资

金29.9亿元；省财政大力支持，安排

省级一般债券资金10亿元，安排省

级燃油税补助资金10.8亿元；市县

自筹70.8亿元。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1月 14

日，记者从河南省“2020年重点民

生实事落实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由省电力公司牵头负责的2020

年重点民生实事——持续推进农村

电网改造任务已圆满完成。

省电力公司坚持把加快农村电

网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高

度重视，强力推动。截至2020年年

底，共计完成4311个配电台区升级

改造，为省政府确定民生实事改造

任务（3000个）的144%，直接受益

群众超过20万户。工程投资16.3亿

元，共新建改造10千伏及以下线路

6895 千米，新建改造配变容量

108.87万千伏安。省电力公司党委

委员、副总经理陈红军表示，下一步，

省电力公司将继续加大电网投入，推

动我省农村电网提档升级。计划

2021年完成5000个配电台区升级

改造，加强电网网架，新建改造10

千伏及以下线路5000千米，做好巩

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

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

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记者14日从

水利部了解到，截至2020年底，我国有逾2.7

亿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得到提升，其中解

决了1710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1095万饮水

型氟超标和苦咸水问题。

饮水型氟超标方面，2018年10月，河北

省有276.2万农村人口存在饮水型氟超标问

题，居全国首位。经过努力，截至2020年10

月底，通过江水置换（南水北调中线调水）、新

辟合格水源等方式，河北省全面解决了农村

人口饮水型氟超标问题。

苦咸水问题向来是甘肃省的历史性难

题。经过努力，截至2020年底，甘肃省31个

县区完成苦咸水改水投资6.89亿元，121处

工程全部完工，受益人口39.52万人。村民们

告别苦咸水，喝上了“卫生水”。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现行标准，

我国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已经得到全面解

决，农村人口的饮水型氟超标和苦咸水问题

得到了妥善解决。

武国定在民权县调研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工作时指出

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逾千万农村居民告别氟超标水和苦咸水

电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丰兴汉

严冬，滴水成冰。唐河县马振抚镇前庄村79

岁的倪天旗老人却倍感温暖：穿着新棉衣，住着

空调房，吃着营养餐，医生护工围着转，幸福得像

宝贝一样。“这辈子算掉进‘福窝’里啦！”倪天旗

老人说。这个“福窝”就是该镇为前庄村特困和

五保老人建设的幸福大院，充溢着家的温暖。

去年，像倪天旗一样，该镇2000多名群众

开始同步迈入脱贫时代，过上了“精神有寄托、

增收有门道、面上有尊严、生活有保障”的体面

日子。

过去，马振抚镇是全县仅有的两个山区贫

困乡镇之一。全镇共有9个贫困村，贫困群众

1054户2142人。该镇党委、镇政府以脱贫攻

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筑牢一座党建堡

垒，完成一项搬迁任务，开辟一条增收渠道，织

密一张保障网络，夯实一个振兴基础，以“五个

一”策略在灵山秀水之间落笔成诗，奏响了一

曲战贫凯歌。

尽锐出战：筑牢一座党建堡垒

在马振抚镇，430多名帮扶干部长期奔波在

扶贫一线。从党委书记到一般同志，从驻村队

伍到村组干部，“最得力的干将抓扶贫、最骨干

的力量干扶贫”成为战贫动力之源。

党建助力，扶贫给力。镇里成立脱贫攻坚

联合党委，镇党委书记任书记，下设若干个专项

联合党支部，打破地域、行业、层级壁垒，实现职

责同担，共联共建。

全域党建基础牢，脱贫攻坚劲头足。镇里定

点扶贫单位一律继续帮扶出列贫困村，全镇公职

人员全部分包贫困户、贫困户全部由公职人员分

包；开展支部书记、驻村第一书记“大比武”活动，

持续转作风、树形象，凝聚起了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强大合力。

安居乐业：完成一项搬迁任务

老龙岗搬迁安置点2016年建成，是唐河县

最早一批建设的易地搬迁安置点之一，总占地面

积1．3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3400多平方米，

安置易地搬迁贫困户61户122人，实现了地面硬

化、草坪绿化、环境净化、路灯亮化，为搬迁群众

营造了安心舒适的生活环境。在马振抚镇，像这

样的安置点共有９个，有196户424名贫困群众

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开启了幸福新生活。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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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个配电台区升级改造
超20万户群众受益

咱省空气质量真“牛”
去年优良天数245天，增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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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1.69万个自然村通硬化路
全省自然村通硬化路率近九成

1月14日，汝州市陵头镇沙古堆村扶贫车间的女工在擦拭生产的

足球。该扶贫车间前年建成并投产，吸纳了当地40余名村民进厂务

工，年产高中低档足球50多万个，90%以上出口欧美国家。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尚豪强摄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郑卫光）“十四五”期间，济

源怎么干？未来发展远景怎么样？1月14日，济源产城融合

示范区党工委举办2021年首场新闻发布会，解读示范区党

工委三次全会暨示范区党工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据了解，1月12日至13日，济源示范区党工委三次全会暨

示范区党工委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济源示范

区党工委关于制定济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济源建设发展，作出了总体

谋划和系统部署。

“‘十四五‘时期济源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可以概

括为‘1+8’，‘1’即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取得新的突破

性进展，‘8’指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先进制造业

转型升级、建设宜居韧性智能城市、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华夏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创新、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等8个方面示范先行、走在

全省前列。”济源示范区党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叶贵强在新闻

发布会上说。

“十四五”，济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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