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街头景观提升城市质感长葛市

5 月 31 日，在汝

州市温泉镇官西村一

处麦田里，两台整地

机械在同场作业。随

着机械化水平的不断

提高，该县许多种粮

大户充分利用农机优

势，一天內就可完成

收割、整地与播种，大

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6月2日，鲁山县张良镇闫洼村秸秆禁烧巡逻队在田间巡逻。“三夏”期间，该县设置了600

多个秸秆禁烧防控点，全力做好秸秆禁烧工作。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马松超摄

奋战奋战“三夏”
综合新闻 2021年6月3日 星期四

责编 / 张豪 版式 / 李哲 校对 / 王仰瑞
电话 / 0371-65795713 E－mail / ncbzbs@vip.126.com

2 农村版

本报讯（通讯员余江
李传宇记者尹小剑见习记

者李振阳）“过去收麦怎么

也得10多天，今年不到3天

我的麦子就能全部收割完

了。”5月31日，正在麦田

里组织收割小麦的息县种

粮大户柳学友高兴地说。

当天，息县麦收开镰，

预计仅4天时间就可收获完

全县小麦。麦收进度快得

益于现代农机的发力，据了

解，近年来息县农机装备数

量不断增长，大型农机具装

备结构比例不断提高，今年

全县投入收割机 8000 余

台，其中本地收割机近4000

台，外地支援4000余台。

在项店镇李楼村，息县

宏升粮食制品有限责任公

司与茅台集团合作的优质

弱筋小麦生产基地，一台台

大型收割机整装待发，2021年第一镰收割

开始了，也标志着今年弱筋小麦丰收已成

定局。信阳市农科院专家潘兹亮介绍，这

片基地种植的优质弱筋小麦颗粒饱满、麦

仁圆润，平均亩产预计达到500公斤。

今年息县小麦种植面积160万亩，其

中弱筋小麦种植面积达70万亩，种植优

质专用小麦，不仅满足了粮食市场的多

样化需求，也更好地带动了农民增收致

富。东岳镇小黄庄村种粮大户夏金城

说，种植优质专用小麦销路好，基本不会

存在卖难问题，且平均一斤小麦价格至

少比普通小麦高出两毛钱，利润高。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宋超
喜）“中原进入‘三夏’时节，央视记者

王涛目前正在豫南地区的新蔡县。

当地麦收的情况如何？我们就来连

线他。王涛你好，请你介绍一下你了

解到的情况。”

“好的，周丽。我现在是在新蔡

县余店镇的万亩高标准农田内，这一

片麦田已经是一片金黄，可以看到前

方的收割机正在进行收割作业……”

这是5月31日下午，中央电视台新闻

频道主持人周丽与在新蔡县报道麦

收的央视记者王涛直播连线的一幕。

当天下午，央视直播报道组走进

新蔡县，在新闻频道用4分多钟的时

间，向全国观众现场直播新蔡麦收，

精彩呈现中原大地全力奋战“三夏”，

力夺夏粮丰收的生动场景。

据了解，这是继 2019 年 6月 1

日，新闻频道现场直播新蔡麦收，

2020年5月25日，新闻频道、财经频

道现场直播新蔡麦收后，央视又一次

聚焦新蔡“三夏”丰收，报道河南夏粮

丰产丰收。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百强县的新

蔡县，近年来坚决扛牢国家粮食安全

责任，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持

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小麦连年丰

产丰收，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应有

的贡献。

本报讯（记者李燕通讯员张增峰卢
倩）5月31日，在民权县孙六镇刘新庄村

麦收现场，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轰鸣而

过，身后紧随一台秸秆打捆机，一排排“平

躺”着的小麦秸秆瞬间被“吸走”，在打捆

机里自动旋转、压实、打捆，随后一捆捆断

面整齐、弧度均匀的方形草被“吐出”，整

齐有序地码放在田间，等待运走。转眼

间，农民头疼的“废物”变成了“宝贝”。

“以前秸秆没处放，现在收割机过

去，打捆机跟着进地，一会儿地里就干干

净净，真是省时省力！”看着被收拾妥当

的麦田，刘新庄村村民张贵胜感叹道。

据了解，为从源头上杜绝秸秆焚烧隐患，

近年来，该县按照“政府牵头、上下联动、

疏堵结合、源头控制”的原则，采取粉碎

还田、秸秆回收等措施，以“疏”促“堵”，

为秸秆寻找出路。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丰
兴汉左力）5月31日，唐河县龙潭镇

严营村高标准农田示范方内，麦浪滚

滚，机身穿梭，田野里飘散着小麦的

清香。

“又是一个丰收年。”唐河县城郊

乡振群家庭农场理事长乔振群说，“我

那1000多亩小麦马上开镰，一亩地还

是1000多斤，这下心里稳当了！”

“今年全县小麦播种面积214.2

万亩，由于播种基础好，各项管理措

施落实到位，预计平均亩产475.1公

斤，总产101.8万吨，有望取得有史以

来最好收成。”唐河县副县长方明说。

据唐河县农机服务中心主任方

洋介绍，目前该县已组织各类农业机

械万余台投入“三夏”生产，其中大型

小麦联合收割机1700余台、花生和

玉米播种机8300余台、小麦捡拾打

捆机900余台、粮食烘干机120余台

（套）。同时，计划引进小麦联合收割

机1300余台、玉米和花生播种机900

余台参与“三夏”生产，小麦机收率达

95%以上。

本报讯（记者代珍珍 通讯员黄
国定 张凯 陈珂）5月28日，西峡县

50名农民怀揣着洛阳师范学院学习

乡村振兴高质量专业技能培训结业

证，在学院大门口合影留念。

据了解，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西峡县从太平镇等8个旅游重点

乡镇选拔50名农民举办了为期12天

的集中培训班，课程包括乡村旅游、

新型农业、民俗经营开发等。“通过培

训，我对民俗文化的传承更有信心

了。”二郎坪镇中坪村村民宋新锋说。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张
俊望刘静）为引导辖区广大党员群众

学史爱党、学史爱国，让百年党史故

事飞入寻常百姓家，近日，洛阳市洛

龙区开元路街道“退休老党员、老工

人宣传队”带着自己创作的诗歌作

品、舞蹈节目等走进龙泰社区，通过

诵读红色经典，奏响红色乐章，让红

色基因焕发时代光芒。

活动现场，从《南湖的红船》到《闪

亮的党徽》，从《天使的身影》到《党啊，

我想对你说》，从《领航新时代》到《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演员们

用饱含深情的诵读诠释着矢志不渝的

红色情怀。在场聆听的党员群众纷纷

表示，这个活动搞得好，讲党史、学党

史，既生动又有效果，让大家对党的历

史了解得更多更全面。

本报讯（通讯员汤宏涛 叶楠 记

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阳）“我们通

过展板和条幅来宣传《化妆品监督管

理条例》等内容，引导消费者正确选

购和使用化妆品并积极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5月30日，信阳市浉河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周梦婷说。

连日来，浉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秉承“学史力行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

理念，紧紧围绕“安全用妆 美丽有法”

为主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置咨

询台等形式，在信阳市胜利路步行街

开展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活动。

据了解，此次宣传活动，该区局

执法人员积极解答群众咨询50余人

次，并与浉河区多家美容院及商超工

作人员一起现场发放《化妆品安全知

识50问》220余份、《化妆品不良反应

知识50问》140余份和《儿童化妆品

消费提示》130余份。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
晓冲 刘珊）“对桃树进行夏剪可以改

善树体的通风透光条件，减少树体的

营养消耗，还能减轻病虫的危害程度

……”6月2日，南乐县优秀农村实用

人才、近德固乡杏园村党支部书记田

志欣正在为群众进行种植指导。

今年以来，南乐县派出172名优

秀人才下沉一线服务基层，着力提升

乡村产业发展、农业技术、教育教学、

医疗卫生、社会治理、文明新风六个

方面，促进乡村振兴。

“下一步，我们将采取‘月督导、

季汇总、年考评’的方式，推动各类人

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该县县

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宋涛）

6月2日，商丘市2021年科技活动周

暨“三下乡”活动启动仪式在宁陵县

清水河广场举行。本届科技活动周

主题是“百年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

科技发展”。

启动仪式现场，商丘市县各成

员单位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横幅

等方式，广泛宣传展示党领导下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的重大进

展和突出成就，开展科技咨询 700

余人次、健康义诊190余人次，发放

技术书籍及宣传资料 8000 余册

（份）。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黄
彦辉段启航）“以前这儿只有草坪，现

在种了这么多花，走到这儿就像进了

花园里。”5月31日，在长葛市建设路

与学苑路交叉口东南角，来往市民对

该处别致的园林组合赞不绝口。

今年以来，该市深入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谋划实施“我为群众办实事”

“精美长葛我出彩”实践活动，投资

500余万元，精心打造11个“精美绿

化”项目，对21处广场游园的步砖、路

灯、座椅等基础设施进行维护更新；

完成9条道路行道树的补栽和更新，

补植更新各种绿植40万余株，为市民

营造了舒适的生活环境。

“我们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

‘精美长葛我出彩’实践活动做实做

细，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

得感。”许昌市政协副主席、长葛市委

书记尹俊营表示。

□本报记者李东辉代珍珍

“没有人能够在通往成功的路上一帆

风顺，真正使成功者出类拔萃的，是那种锲

而不舍地不断向前迈进的可贵精神。”省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机关服务中心工会主席兼

卫生所所长李强在自己的学习笔记中写

道。

6月1日，记者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机关服务中心卫生所见到了被同事们称为

“学习达人”的李强。在他的办公桌上，一

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论中

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已学习过半，绿色

的夹子夹着看过的书页，字里行间有黑色

笔勾勒的痕迹。但最吸引人的是桌子左侧

摆放整齐的党员学习笔记。

136 万字，整整 50本，每本都有编

号。打开李强的学习笔记，每行10个正

楷字，每页17行，每本160页，上下对照工

整。“这里面都是好东西。”李强说，“写的

有学习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感悟，也有‘学习强国’

上的好文章。”

一本《论中国共产党历史》静静地躺

在办公桌上，书皮被摸得黑黑的，书的内

页被翻卷着。

“这本书从3月20日开始学，到5月

16日全部学完，共313页，40篇文章，我

一字不差全抄一遍。每篇文章后面都附

上一篇心得体会，40篇文章，40篇心得

体会，这才叫‘学原文’‘读原著’‘悟原

理’。”李强说，“学习可不是小事儿。”

在办公桌右侧，有三筒用过的空笔

芯，用透明的筒装了起来。李强说，这些

用过的旧笔芯都是写笔记用的，原来的

都扔了，后来攒起来，留作纪念。

2016年7月，李强任省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卫生所所长，刚到卫生所时，事务

多，笔记写的断断续续，2018年下半年，

在一切工作步入正轨后，李强就利用每天

早晨、晚上和午休的时间，坚持学习、记笔

记，一天不拉，直到现在。

2020年6月，李强被单位评为优秀共

产党员，组织上奖励他1500块钱，但李强

转手花了1560元，买了150本笔记本，全

部捐赠给机关服务中心党总支。

机关服务中心党总支部书记周春玲

说：“李强，名如其人，有种强大的毅力和

坚忍不拔的劲。几年来，在做好日常工作

的同时，每天挤出时间学习，他写下的50

本党员学习笔记是献给党百岁华诞最好

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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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秸秆
分分钟变成宝

央视连续三年直播新蔡麦收

唐河214万亩小麦充盈“中原粮仓”

136万字笔记“写”初心

（上接第一版）

务实发展育新机

木器加工是胡桥街道的品牌也是群

众增收的支柱，特别是以三小营村为主的

木器加工户全域就达20多家，带动就业

200多人，他们与全国各地的供应商合作，

成为定制家具中的一支新生力量。

可在环境治理的大背景下，这么多家

木器加工户有个无法跨越的门槛：木器在

加工环节存在对环境污染的风险。

“如果简单处理就是关停，停水停

电。”主抓项目建设的街道办副主任小伟

说。

“我们要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但更重

要的是考虑群众的利益，让这个产业能持

续下去，惠及民生。”刘国华却想得长远。

可现实是胡桥街道的木器加工都是

以家庭为单位，大部分都是厂家合一，环

保设备费用过高，无法安装，环评手续也

无法办理，这让刘国华的思路陷入困境。

综合研判后，木器加工专业园区应运

而生。胡桥街道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自

愿、市场运作、部门监管”的原则，把刘小

庄村西的一处废旧厂房进行改建，让一个

投资1000万元、占地20亩的木器加工专

业园拔地而起，原废旧厂房负责人办理营

业执照、立项、环评等手续，加装环保设

备，木器加工厂缴纳租金，“拎包入驻”。

“现在已有11家入驻园区，还有3家

正准备进驻。”专业园区负责人时明剑告

诉记者，“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产36万套

木质家具。”

今年60多岁的张贝从事木器加工20

多年了，他掰着指头算了一笔账：300平方

米的厂房宽敞明亮，环保设备已安装到

位，随时就能干活，一年的租金才2万多

元，太划算了。

时明剑说，没有胡桥街道党员干部的

务实作风，就没有木器产业的发展，不然

这个产业估计早就没了。

务实推动发展，务实开创未来。刘国

华告诉记者，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要会干

实事，多干实事，不是应付上面，更不是图

虚名。胡桥街道的发展就是要求全体党

员干部把求真务实的导向立起来，立足本

职，埋头苦干，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

落实，让广大群众得实惠。

正是有了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如今

投资3.5亿元的玖珑湖项目、投资11亿元

的水竹秀苑项目、投资4亿元的书香华府

项目、投资3500万元的北京新发地现代农

业产业园项目、大成实验学校和骨科医院

建设项目等，已在胡桥街道落地生根，成

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澎湃动力。

农村改革走新路

4月的最后一天，樊寨村党支部书记

兼村委会主任王保合显得特别忙：下午在

樊寨花卉市场协调建设方案，晚上还要开

月末干群联席会。

“花卉市场凝聚着全村的希望，可不

敢有一丝一毫的闪失。”坐在简陋的工地

移动板房里，王保合显得有点激动，“整个

市场占地20亩，投资2500万元，除村民自

愿入股的300多万元，其他全由村集体来

进行投资。”

记者在樊寨花卉市场的工地现场看

到，临街的主体营业楼已封顶，外配套设

施正在建设中。

驻村第一书记段振忠说：花卉市场

投入使用后可每年给村集体带来200多

万元的收益，可都是托了农村改革的

福。

在樊寨村，村里成立了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股份合作社，董事长由王保合担任，

王保合就带领着全体村民通过农村五项

改革强村富民。改革虽然艰难，但却改出

了全村人的希望与热情。

在当天晚上的月末干群联席会上，王

保合把村里的发展方向交给了全村近百

名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他们对村“两委”

提出的村规民约、五美庭院等议题进行了

热烈的讨论。

把视线转到董小庄村，该村通过农村

承包地改革和土地利用综合改革，在国储

林下种植柴胡、丹参、紫菀等中草药。村

党支部书记段全印告诉记者，村民董志文

看到农村改革带来的土地收益，成立了药

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各类药材300

亩。在他的带动下，胡桥街道在国储林下

种植药材800多亩。

胡桥街道积极推进农村五项改革，收

获了一串串的成果：农村宅基地改革坚持

退出为主、收费为辅的原则，收取有偿使

用费150多万元；每年对村集体清产核资，

清理不规范合同，确保村集体资产无流

失；围绕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和土地综

合利用改革，深化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发

展果蔬产业园和林下经济。

筑牢堡垒之基、务求务实之效、激发

改革之能。数据表明，2020年，胡桥街

道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406.3万元，

地区生产总值完成30.15亿元，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20517元，并获得2020

年全国第四批智慧健康养老示范乡镇、

新乡市五四红旗团委、辉县市“三城”同

创工作先进集体和金融工作先进单位等

称号。

胡桥街道党工委书记刘国华表示，未

来的胡桥，将强化抓基层、打基础、固基

本、促提升的工作导向，不断凝聚奋斗力

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担当作为、奋勇

争先，全力服务辉县城区建设，以党建高

质量引领乡村振兴高质量，努力建设生态

宜居和谐幸福新胡桥。

胡桥街道 打造辉县城南发展新高地

50名农民拿到技能证书西峡县

172名人才服务到一线南乐县

科技活动周在宁陵启动商丘市

退休老党员社区讲党史洛龙区

开展化妆品安全科普活动浉河区

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