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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问麦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申鸿皓常新贺

社旗县朱集镇地处“两市三县”（南阳市、驻马店市和社旗县、

泌阳县、唐河县）交界处，素有种植黄金梨的传统，经过多年的发

展，逐步形成了面积达3200余亩的黄金梨产业带，成为社旗县规

模最大的黄金梨种植基地。黄金梨也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导

产业。

去年，该镇林果种植产业专项联合党支部挂牌成立，在产业

发展上对人才、技术、销售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带动建成

7个黄金梨专业合作社，注册了“宛东绿丰”等7个商标，并通过京

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使黄金梨外销渠道不断拓宽，年产黄金梨

600多万斤，产值达1800多万元。全镇直接从事林果生产经营

的农户有98户，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参与林果产业的农户有

218户，年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卖果增收，“卖景”也能挣钱。该镇通过2018年、2019年连

续两届梨花节暨电子商务进农村产品推介展示会，扩大了黄金梨

的知名度，延伸提升了产业链。梨花节激活了特色乡村旅游，探

索出一条“产业+旅游”的致富新路子，不仅让春天的3000亩梨

园成了踏青赏花的网红打卡地，而且使昔日“长在深山无人知”的

黄金梨变成了村民脱贫致富的“摇钱树”。

该镇积极培育壮大增收产业，大力美化乡村面貌，初步形成了

“彰显特色，一村一景，连点成线，连线成片”的美丽农业景观带和

“东梨西桃中药材，蔬菜青豆香菇俏”的产业发展格局。

宜林则林，宜菜则菜，宜花则花，宜游则游。放眼社旗全县，

“美丽产业”正风生水起，除了朱集镇的黄金梨，还有陌陂镇的晚秋

黄梨、太和镇的优质大桃、兴隆镇的构树……全县林果花木产业总

面积接近7万亩，绿染田畴地生金，沃野千里果蔬香。

□通讯员孙瑞兰炎富玲本报记者秦名芳

安阳市殷都区坚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原则，

扎实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提升服务效

能，努力提升群众满意度。截至目前，殷都区已有1489项政务

服务事项通过线上预审、线下提交方式实现了“现场办理最多

跑一次”，企业开办、工程建设、社会事务等类别纳入各综合受

理窗口，实行“一窗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

“不见面审批”，其中的高频事项还实现了“一套表单申请”的集

成办理模式，进一步减少了企业、群众跑动次数，提升了审批效

率和服务水平。

殷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杨海雷说：“商事登记制度改革

在殷都区得到全面贯彻落实，这使得申请人能够轻装上阵，企业

开办更是如鱼得水，各个环节被打通，办事流程得到精简，工作效

率大大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真正实现了‘一网办、不见面’。”

殷都区制定了《招商引资优惠办法》，严格执行最新版外商

投资负面清单，实行“非禁即入”，按照“便利、高效、透明”的原则，

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备案机制，建立中小企业外贸服务平台，及时

解决外贸企业在出口退税、通关服务、检验检疫、信用保险等方面

遇到的问题，外资利用有效增加。2019年，该区实际利用外资

8002万美元，新设外贸企业15家；2020年，实际利用外资8673

万美元，新设外贸企业36家。

5月12日，安阳市殷都区区长王磊说：“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殷都

区将继续朝着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的目

标发展，为‘工业强区、文旅兴区、商贸活区、生态美区’营造更优

环境。”

□本报记者马丙宇
见习记者刘亚鑫通讯员庞卫东

陈庄村有两大奇特现象：一是村

里有2500多口人，九成以上不姓陈

而姓闫；二是村里干防腐业的人多，

有400多人，几乎占全村人口的六分

之一。

陈庄村位于长垣市方里镇，耕地

有1700多亩，人均不到七分地。5月

28日，陈庄村村委会副主任闫铁良

告诉记者，全村590户，家里有一人

搞防腐，就不会受穷。

记者到陈庄村采访，没见到村党

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闫保印。闫

铁良说，闫保印正在市里防腐大会上

忙活。

防腐大会是长垣市举办的国际

腐蚀控制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6日

开幕，5月28日结束。大会资料表

明，长垣市去年从事防腐业的人员达

10万人，注册建筑及防腐施工企业

685家，产值330多亿元。

“这10万人的队伍里就有陈庄

的400多人，685家企业包括俺村的

10多家。”村干部闫胜军笑着说。闫

胜军的另一身份是干防腐的小老

板。他与广西田东县一家企业合作，

每年都能拿到100多万元的订单，工

人都是本村或邻村的。

“现在工人1个月工资至少1万

元，学徒工工资也得五六千元。”闫胜

军自豪地说，“俺村400多人出去干

防腐，光工资一个月就有400多万

元，一年就差不多有5000万元。”

闫铁良说，除了打工，村里还有

10多支防腐队伍。闫保印就带着一

支五六十人的队伍，一年接上2000

万元的活儿不成问题。村里最厉害

的是闫永新，他一年四季都在外面接

项目，全年挣钱多时能挣近亿元。

闫铁良掰着指头算了算，全村现

在至少有150户在长垣市买了商品

房，小轿车有300多辆。村民只要肯

出力，就能挣到高工资。

方里镇镇长盛大伟说，现在方

里镇从事防腐业的有 5.3 万人，还

有 180 多个防腐施工企业和施工

队，防腐业是方里镇强镇富民的支

柱产业。

□本报记者宋朝孙高成

对河南小麦来说，先风后雨无恙，先

雨后风遭殃。

6月1日，项城市贾岭镇马庄村村民

张保国指着一片倒伏的麦田说：5月15日

前后，我们这里连下了几天雨，本想着对

小麦灌浆有利，没想到一场大风把小麦刮

“歪”了，越靠近村庄和树林的麦田，倒伏

的小麦越多。

项城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股

长李民说，5月中旬的那场风，该市113万

亩小麦有9.8万亩出现倒伏。

从全省情况来看，5月中旬开封、商

丘、新乡等地都有局部灾情发生，除了风

灾还有雹灾。

风雨、冰雹过后，网上有关小麦倒伏、

被冰雹砸毁的消息铺天盖地，甚至有人断

言，河南小麦减产无疑了。

今年河南小麦真的会减产吗？

有关专家分析说，河南有8500万亩

小麦，生产周期为240天，从历史上看，河

南小麦没有一年不受灾，但这种灾情都是

局部的，对全省小麦产量构不成重大影

响。

项城市贾岭镇镇长师坤磊说：“当时

我们就向市有关部门上报了小麦受灾情

况。但后期又发现倒伏的麦子并未死掉，

只是比正常麦子成熟得晚。你看，这些倒

伏的麦子麦穗还泛青呢！”

李民介绍说，因为连下几天雨，地变软

了，一场大风再加上已经灌浆的麦穗重量，

部分小麦从根部歪倒，但是茎秆没有被刮

折。通风差、光照差、湿度大，延长了生长

期，使倒伏的小麦比正常的小麦晚成熟3~

5天。

对产量影响大吗？

项城市农业农村局高标准农田建设

办公室主任刘建军说，小麦倒伏肯定是一

个减产因素，但不像有些自媒体说的那么

夸张。项城市农业农村局请专家到现场

做过评估，减产幅度在10%~20%。

有倒伏这么个减产因素并不可怕，

今年河南小麦也有另外一个增产因素，

给“中国粮仓”河南小麦连年丰收带来了

利好。

与往年相比，今年小麦成熟期推迟了

5~7天，原因是春末夏初没有出现像往年

一样的干热天气。

李民说：“今年小麦灌浆后，最高气温

一直在30℃以下，这是最适宜小麦灌浆的

天气条件。往年小麦的灌浆期一般是20

天，今年的灌浆期在25天以上。”

“灌浆期每增加一天，小麦亩产可增

加30斤以上。”

贾岭镇麻老庄村50岁的村民夏长春

从地里揪了一穗刮歪的麦子，在手掌间揉

了三遍、吹了三回说：“看，今年的麦子多

饱！”现场数了数，这穗麦子共有82粒籽

粒，穗粒数这么多并不多见。

河南东部平原小麦主产区今年的情

况大体和项城一样：局部有灾情，总产无

影响。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本报记者马丙宇通讯员张凌云

6月的辉县市胡桥街道五彩缤纷：南

部绿化生态带在艳阳下显得格外翠绿，像

个绿色长廊贯穿东西；中部高效农业带已

变得金黄，小麦穗黄籽饱，座座温室大棚

好似麦浪中的白帆；北部城市发展带更是

日新月异，随着岁月的年轮不断长高长

大。

打开辉县市全域图，就会发现28平方

公里的胡桥街道，五分之一是城市，五分之

四在乡村，乡村与城市在这儿牵手，城市与

乡村在这儿融合。

“这对胡桥来说是重大历史机遇，我

们在城乡融合发展上大有可为。”胡桥街道

党工委书记刘国华信心满满。

百泉河穿城而过，在胡桥街道共8公

里多长，从北向南流经8个村庄，串起了胡

桥街道的三个发展带，成为连接城乡的内

河，这在刘国华眼里是最美的曲线：借助投

资近亿元的百泉河提升改造工程和规划设

计中的投资2.5亿元的大运河稻田务文化

园建设，把百泉河变成城乡融合发展的综

合体，让城里人下乡，让乡村群众进城，河

里泛舟，游园赏景，食有美味，住有民宿，晚

上夜市红火，白天游人寻绿，真正让城乡一

体，融合发展，打造辉县城南发展的新高

地。

说了算，定了干，再大困难也不变。胡

桥街道认准道路，持续发力，实现筑牢堡垒

开新局、务实发展育新机、农村改革走新路

的“三新”胡桥，推动党建引领工程、城市菜

篮子工程、城镇提质工程、思想引领工程和

民生改善工程“五大工程”建设，提升了群

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筑牢堡垒开新局

在百泉河边，请下佛村党支部书记侯

文臣正陪着从新乡请来的乡村产业规划设

计师曹志田，商讨村里的田园综合体项目。

侯文臣刚连任村党支部书记，又当选

村委会主任，这对他来说是更大的责任和

担当。

“党员群众选了咱，咱就得干出个样

子来。”侯文臣说。干出什么样子，现在这

个答案越来越清晰。

请下佛村文化底蕴深厚，仅村名就流

传了近千年，村里建于唐朝的安定寺就可

做证，现在大人小孩都能讲上一段这个村

的历史传说，再结合村里各个时期的民宅，

准备建设不同风格的民宿。

百泉河依村而过，利用水系优势打造

田园综合体，200亩的水稻体验田已初具

规模，利用稻蟹共养模式，再加上50多亩

的采摘园，发展观光农业，让不远处的城里

人到村里吃住玩乐，叫响文化旅游品牌。

今年60岁的侯平安高兴地说：“没想

到俺家的土坯房现在成了抢手货。”

在侯文臣忙着规划产业时，时小庄村

党支部书记彭彦飞正安排村干部服务群

众。时小庄村全村3000多口人，新当选7

名村“两委”干部，他们成了全村人的主心

骨。

提起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时小庄村

村民孝玉明竖起大拇指点赞。今年59岁

的孝玉明早年当过厨师，年纪大了不想再

到外面闯荡，就在村里的繁华地段开了个

小饭店，他平时后厨做菜，妻子前厅招呼客

人，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今年的辉县市新农保需要在手机上

操作，这可让孝玉明作了难，做菜轻车熟

路，摆弄手机成了外行。他把这个难题给

村党支部书记彭彦飞说了后，彭彦飞立即

安排村干部上门服务，并在全村排查不会

用手机的老年人，帮忙他们解决实际难题。

“群众利益无小事。只有把群众的一

件件小烦恼都解决了，群众才会说咱共产

党好。”彭彦飞说。

胡桥街道共有17个行政村，在这次换

届选举中，全部实现“一肩挑”，产生支部委

员71人、村委委员49人。村“两委”“领头

雁”更强，班子结构优化，体现了群众意愿，

换出了新活力、新面貌。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实施村党员干

部值班制度、开展挂牌亮身份活动、实行

“月评制”评比督导，把一件件实事、好事办

到了群众的心坎上。仅去年，胡桥街道共

投入“三农”资金 605.4 万元，同比增长

282.3万元，投资700余万元谋划实施35

项民生工程，实现村村有项目、干部个个有

作为，赢得群众的点赞。

（下转第二版）

胡桥街道 打造辉县城南发展新高地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6月2日，

博纳乡建首届乡村振兴论坛暨战略

合作伙伴签约仪式在郑州举办，河南

日报农村版、郑州大学农学院、郑州

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南阳理工学院

建筑学院、棕榈股份等单位代表出席

论坛。河南博纳乡村建设有限公司

与南阳理工学院建筑学院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以校企深度融

合整合资源，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

立乡村振兴规划建筑设计中心等产

学研合作平台，为乡村振兴战略和乡

村建设行动培养人才。

签约仪式后，中央党校教授刘

忱、河南省社科院教授刘道兴、郑州

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秦广

雍教授等围绕乡村振兴和乡村建设

发表了主题演讲。

河南博纳乡村建设有限公司曾

承建中牟县官渡镇官渡桥村、新郑市

观音寺镇大董村等乡村建设项目。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6月1日，

河南省“安全生产月”暨“安全生产万

里行·河南中原行”活动启动仪式在

郑州举行。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仪式

并宣布活动启动。

启动仪式上，播放了“生命重于

泰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重要论述”电视专题片，展播

了全省应急MV视频大赛优秀作品，

发布了我省“应急安全公益大使”“网

络应急推介官”和“安安”“全全”应急

卡通形象，并与应急管理部连线进行

全国直播。

据了解，今年6月是全国第20

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落实安

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我省将以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重要论述为主线，强化“三管三必

须”监管责任，加强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集中攻坚和安全生产“五进”宣

传，开展安全生产中原行、安全生产

咨询日、安全生产知识竞赛、群众性

安全隐患排查和警示教育等专题活

动，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

安全生产全民教育，以此推动全省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庆

祝党的百年华诞营造良好的安全

生产环境。

落实安全责任 推动安全发展
我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陈庄村的防腐业

博纳乡建首届乡村振兴论坛
在郑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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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一斤小麦的粒数多少是由粒重高

低决定的，一般以1000粒干重的克数来表

示。小麦粒重主要受品种遗传特性、栽培

管理措施、土壤和气候等生态条件，特别

是籽粒形成、灌浆期间的天气条件及生物

与非生物灾害等的影响变化较大。河南

小麦的千粒重一般为30~50克，即每斤小

麦有1万~1.7万粒。（国家小麦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河南农业大学 供稿）

根歪了，茎没折！

一斤小麦有多少粒？6月2日，宝丰县肖
旗乡朱洼村“三夏”帮扶
队在帮困难户收获小
麦。麦收期间，该乡28
个行政村组织了由民
兵、退伍军人、村干部等
组成的“三夏”帮扶队，
帮助五保户、缺劳力户、
残疾户抢收小麦。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刘淑改摄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6月 2日，记者

从省生态环境厅举办的 2021 年六五环境

日主场宣传活动现场获悉，经生态环境部

审核认定，我省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全面

完成，空气和水两项攻坚成效指标综合评

价结果均为“优”，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走在

全国前列，圆满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

行动计划目标任务。去年全省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为245天（不含济源示范区），

同比增加52天，增幅位居全国第一，其中，

郑州市空气质量级别退出全国168个重点

城市后20名。

全省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土壤环境

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率实现100%，建设用地污染地块安全利用

率实现100%。

245天！去年我省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增幅全国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