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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袁国豪
刘月）金秋十月，永城市新桥镇新全家

庭农场院内铺满了金灿灿的玉米棒，两

台铲车来回穿梭，将它们堆成了一座座

“小山”。一旁的高湿玉米粉碎机将整

个玉米棒吸进机器后全部粉碎成颗粒

状，粉碎后的玉米颗粒经过裹包机包装

后，就会变成一个个重达1.2吨的“大包

裹”。

“制成的成品就是高湿玉米，粉碎

后的玉米在裹包过程中，层层加入乳

杆菌，经过两个月的发酵，就会变成

奶牛的优质饲料。”新全家庭农场负

责人刘新全向记者介绍，高湿玉米又

称高水分玉米，是玉米黑层形成后收

获、经过籽粒粉碎装入青贮袋制作而

成的。制作高湿玉米可减少粮食晾晒

环节，为反刍动物提供高质量的口

粮。

据了解，每包高湿玉米的制作成本

是青贮玉米的3倍，高湿玉米的制作条

件要求也较为严格。为保证高湿玉米

的质量，要特别注意玉米籽粒的含水

量，一方面，籽粒太湿会影响发酵质量，

从而在存贮过程中造成巨大的能量损

失；另一方面，收获时玉米籽粒太干，会

导致产量降低，也会增加破碎加工及发

酵难度。

“今年农场里共裹包了青贮玉米和

高湿玉米1万吨，产品供不应求。”刘新

全说，农场里一天可以生产300吨裹包

玉米，除了自己农场里2700亩玉米全

部完成裹包，还收购了不少村民的玉

米，带轴收购价格每公斤1.26元至1.30

元。目前，制作的1万吨玉米裹包已经

全部提前订购出去，待发酵完成后直接

销往江苏等地的奶牛场。

“整体来说，这几年玉米产量还算

不错，青贮玉米行情稳定，高湿玉米签

订的订单价格每吨 200 元。”刘新全

说，今年受天气影响，玉米收割成了难

题，高质量的高湿玉米在市场上一路

俏销。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杨爱
国靳源源）10月12日，在叶县田庄乡东

杨庄村农田里，该村党员干部及群众抢

抓晴好天气，全力抢秋收、忙犁耙、备麦

播。

据了解，叶县今年玉米种植面积

70.5万亩，大豆面积16万亩，花生面积

13.5万亩。近期，连续强降雨导致农田

大面积内涝积水，严重影响玉米、花生、

大豆等农作物适时收获、晾晒。该县绷

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不等不靠，积极行

动，组织发动群众战天灾、抢农时，疏沟

排涝，抢收抢种。对田间积水严重、短时

无法排水或局部倒伏地块，组织动员人

工收获；对土壤湿度偏小、机械能够进田

的地块，多方联系履带式收割机或者对

现有收割机进行适当改装，趁天抢时作

业，最大限度减轻灾情带来的损失。同

时，全面加强天气监测，落实抗灾应变措

施；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及党员志愿服务

队深入农业生产一线，帮助农民群众解

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指导他们加紧争抢

农时，趁天抢收、排水晾地、犁耙备播，全

力打好今年“三秋”生产攻坚战，确保秋

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冬小麦应种尽

种。

“近段以来，我们把做好抢收抢种作

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强化领

导、挂图作战，调度一切机具、疏通沟渠、

抽水排涝。同时，积极发动群众克服困

难，抓住晴好天气，与时间比速度，与天

气比干劲，趁天抢时抢秋收，腾茬犁地忙

耕种，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冬播应种尽

种。”叶县田庄乡党委委员、副乡长张强

说。

截至目前，叶县秋收工作已基本结

束，各乡镇正积极组织群众趁天抢时腾

茬整地、犁耙备播；该县今年冬小麦播种

面积预计达96万亩，与往年持平。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姜水明

年已古稀的刘现是平顶山市石龙区

龙河街道马庄村村民，身患高血压、高血

脂、冠心病等多种疾病，老伴偏瘫。刘现

夫妇的病情让该街道河湾村35岁的女村

医赵旭娟牵挂在心头，她经常登门为两位

老人问诊送药。

10月6日晚上7时许，刘现血压过

高，伴有口腔闭合障碍，被初步诊断为

脑梗塞，需立即到县医院急救。当时，

刘现的儿子打工未归，儿媳患精神病，

孙子年幼，家里又无车辆，刘现愁上眉

梢。赵旭娟忽然想起丈夫正好在家，

便打电话让其驾驶自家的小车，夫妻

二人连夜护送刘现赶到宝丰县铁路医

院就诊。

赶到医院后，赵旭娟为刘现办理了

住院手续，并交了1000元医疗费，又安

排在宝丰县城照看孙子上学的公爹来医

院护理。一切安排停当之后，赵旭娟夫

妇才驱车往家赶。当刘现的儿子赶到医

院时，老人的病情已有好转。

“要不是旭娟一家及时送我到医

院抢救，后果可怕啊！”刘现眼含热泪

让儿子转达对赵旭娟及其家人的感激

之情！

女村医夜救古稀老人

叶县 趁天抢收 腾茬忙种

永城市新桥镇
裹包玉米走俏
农民省心增收

□刘耀华

国庆节期间，平顶山市湛河区干部

李超龙带着月饼等食品，独自开车60公

里，回到他当年驻村的鲁山县红岗村，除

慰问孤寡老人外，还带领四名护林员登

上村东面的大山，向护林员讲述如何做

好山林防火工作。

“李超龙虽然已经驻村结束了，但他

还是忘不了红岗村群众，真让我们感动！”

望着李超龙在山坡上讲述防火工作的场

景，村党支部书记周国立不禁想起当年

李超龙带领村民三次扑灭山火的事迹。

2018年，李超龙随工作队被派到红

岗村开展驻村工作，2019年秋天的一天

中午，李超龙正与村干部讨论工作，突然，

有村民报告说村东面山头有浓烟冒出，有

经验的村干部立刻判断这是山林起火。

火情就是命令！李超龙让村干部

通知村民救火的同时，坐上村监委主任

黄建国的面包车直奔东山。李超龙和

驻村工作队员张奇房带领村干部迅速

爬到山顶，只见火势正快速向四周蔓

延。他不顾一切冲在最前面，这时，突然

刮起了南风，火借风势形成一个弧形，将

李超龙包围在中间。顾不上自己安危，

他拿着扫帚拼命扑打树枝上的火苗，眉

毛和前额头发都被火烧焦。经过几个

小时的奋力扑救，终于扑灭了这场大火。

第二次火情发生在头道庙村、陈楼

村、红岗村交界处。头道庙村和陈楼村

虽不属于李超龙所包的村子，但李超龙

想，山林是国家财产，无论哪里有火，都

要义不容辞扑救！他通知村干部立即

组织村民上山，紧接着，他和其他驻村队

员也直奔失火地点。三个村的群众也

纷纷赶来，李超龙组织三个村的村民和

村干部合力扑火，自己冲在最前头，手里

挥舞着铁锨，鞋子都被烧烂了。最终这

场大火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被扑灭了。

第三次火情发生在红岗村西边芹菜

园村民组所在的山坳里。当天，黄建国

突然接到村民报告，称芹菜园村民组发

生山火，该村民组位于西山，山势陡峭，必

须从海拔1000多米高的山上冲到谷底

救火。当时，正在工作的李超龙了解情

况后，立刻与周国立、黄建国带着村民奔

向西山。城里长大的李超龙并没有攀山

本领，几乎是连滚带爬冲下山，衣服被树

枝挂烂，胳膊也被划出血，他全然不顾，拿

着铁锨拍打山火，经过几个小时的扑救，

大火终于扑灭了。退下场大家才发现，

李超龙的腿和胳膊上满是伤痕，而他这

样说：“我是党员，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
思刚 赵少辉）10月14日，在濮阳县

文留镇慧康食品有限公司车间内，流

水线上的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忙着生

产包装，车间外，几辆货车依次排开，

将包装好的面叶、面条装车外销，一

派产销两旺的红火景象。

“没有助企干部帮助我们解决周

转资金难题并联系电商进行线上销

售，企业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红火的发

展景象。”该公司负责人张洪省信心

满满地说，“有县里的惠企好政策，有

助企干部的热心服务，我们一定能够

把企业做大做强。”

据了解，“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

以来，濮阳县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把助企活

动作为推动经济提质增速的重要举

措来抓，明确建立分包联系机制，44

名县级领导、144名科级干部，分包

联系144家重点企业，助企干部积极

下沉企业，主动服务，千方百计为企

业排忧解难，努力提升企业发展的动

力。

本报讯（通讯员李钦上 记者冯
刘克）10月15日，记者从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了解到，该实验区坚

持把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突出内容和

重要抓手，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我

为群众办实事”项目共150项，已办结

109项，完成率72.7%。

今年以来，该区新投入使用学校

3个，新增学位4320个；新建成公共

停车泊位4975个，新增绿化面积74

万平方米，新增供热管网22.1公里。

全年计划回迁安置群众3.2万人、建

成安置房6878套，目前已提前全部完

成；学校旱厕改造、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掌上办”涉企便民事项等项目已

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目标任务，阶段性

效果已初步显现。

下一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将坚持把学党史同总结经

验、对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

组织党员干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发

展的关键事、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

烦心事。

本报讯（记者李萌萌）10月19日，

中国旅游协会第七届会员大会在鹤壁

开幕。此次大会有文化和旅游部、民政

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协会党建部、

世界旅游联盟等单位和组织有关负责

人，以及中国旅游协会国内500强企业

代表等300余人参加。

本次大会由中国旅游协会主办、鹤

壁市人民政府承办，获得河南省文化和

旅游厅的大力支持。中国旅游协会于

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是由中国旅

游行业相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成

的全国性、行业性社会团体。

此次大会选举产生第七届理事会

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还举行了鹤壁

市文旅推介、智库专家聘用、战略合作

协议签订、中国文化旅游发展主题报告

会等活动。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孙会利）

今年以来，安阳商都农商银行坚持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的经营战略，持续提升对民营

和小微企业的服务质效，不断加大信贷投

放力度，努力为地方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优

质的金融服务保障。截至9月底，该行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83.4亿元，占全部贷款投

放的50.54%。

加大调研力度。该行组织专业人员

通过扫楼、扫街、扫市场，进社区、进企业、

进园区、进机关等，全面把握县域民营和

小微企业发展动态，及时掌握企业经营情

况及资金运行情况，适时给予信贷支持。

满足金融需求。该行先后推出了

“金燕精英贷、乡村宜居贷、巾帼贷、金燕

务工贷”等14款信贷产品，满足不足人

群的金融需求。同时，制定利率定价办

法，对优质客户实行利率优惠政策。

提升服务质效。该行持续优化信

贷服务，成立信贷审查中心、审批中心，

进一步缩短审批链条，提高信贷审批效

率，加大企业扶持力度。截至9月底，该

行“安信e贷”线上产品授信余额6.69亿

元，深受用户好评。

本报讯（记者肖列 通讯员路放）

“这几天天气好，乡里的技术员已经跑俺

村好几趟了，为保证俺们灾后冬小麦及

时播种，他们不仅面对面的指导，还结合

当前墒情给俺们制订了针对性的小麦

种植技术方案，讲得很好。”10月18日，

在尉氏县南曹乡中山村村委会，坐在农

技特派员身边接受培训的脱贫户马卫

方听得津津有味。

眼下正值秋种的关键时期，该乡及

时成立工作小组，认真做好灾情统计和

调查，积极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基层，

指导群众全力做好“三秋”生产，最大限

度地减少损失。

目前，该乡已收获花生3万余亩，玉

米1.8万余亩，大豆9000余亩，种植中

药材元胡300余亩、大蒜200亩，小麦备

播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吕腾
飞）“我就是通过扫码监督进行了业务咨

询，没想到这么高效，今天送来锦旗表示

诚挚感谢，为开发区政务服务点赞！”近

日，苏州丹梵姬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来

到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服务大厅表

达自己的心情。

该公司由外省迁入开发区，但是在档

案迁移过程中，由于常熟市迁档登记工作

人员把开发区与召陵区误认为是同一地

区，导致该公司的电子档案迁入了召陵

区，而在开发区无法迁移录入。通过“扫

码评服务”后台得知该问题后，该区纪工

委及时反馈督办，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

市局主动请示沟通，并与迁出地、召陵区

多方联系，最终当天就将该公司成功迁入

开发区并颁发新的营业执照。

“扫码评服务是我们开展优化营商

环境监督护航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通

过一对一精准监督，倒逼干部改变工作

作风，优化服务效能，不断提升企业获得

感。”该区纪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工作

人员一人一码，办事群众进行“不满意”

评价时，评议系统会提示填写手机号码

和验证码，扫码提交的评价信息由专职

工作人员直接管理并严格保密，对不满

意事项进行跟踪回访、跟踪督办。

据了解，5月份以来，该区纪工委聚

焦优化营商环境，着力打造“两码一微”

监督阵地，即“扫码评服务”“营商环境

‘码’上监督”、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平台

建设，将监督与服务深入到企业和群众

身边。截至目前，企业获群众点赞800

余次，有效推动解决问题13件，通过系

统监督举报转交案件线索7条，向有关

单位下发廉洁提醒函3次。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宋超
喜）“这次集中培训收获很大，在今后

的驻村工作中，我们将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工作动力，为乡村振兴作出应有

的贡献。”10月18日，谈起在新蔡县抓

党建促乡村振兴新任驻村干部培训班

上的学习心得，该县杨庄户乡禹庄村

第一书记王艳深有感触。

10月16日至18日，新蔡县举办抓

党建促乡村振兴新任驻村干部培训班，

对423名新任驻村第一书记和队员进

行集中专题培训。此次培训以专题辅

导、现场教学等形式进行，培训围绕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振

兴、抓好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进行授

课，内容既有理论讲解，又有经验传授，

深受第一书记和驻村队员欢迎。

新蔡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鹏表

示，开展此次培训的目的是进一步提高

第一书记、驻村队员的履职能力、服务

本领，充分发挥他们在乡村振兴中的示

范引领作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地见

效。

濮阳县

精准服务助企纾困解难
郑州航空港区

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新蔡423名驻村干部
集中“充电”

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

小小二维码 监督作用大

安阳商都农商银行

丰富金融产品 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旅游协会第七届会员大会鹤壁开幕

尉氏县南曹乡

农技服务助力“三秋”生产

驻村干部李超龙 三次救火冲在前

10月19日，光山县南向店乡何畈村鑫磊合作社社员在收获火龙果。该合作社2019年开始引种红心火龙果，今年进入盛

果期，亩均收入达2.5万元。 谢万柏摄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刘天鹏）

金秋时节，记者走进西平县出山镇鑫福

临种植专业合作社，一个个猕猴桃吊挂

在藤蔓上，密密麻麻，散发出阵阵清

香。“今年收成不错，现在正是采摘猕猴

桃的季节，最近很多公司都来这里开展

团建活动。”正在采摘猕猴桃的合作社

负责人陈淑英笑着说。

2013年，陈淑英投资3000多万元成

立了河南福临水貂养殖有限公司，占地面

积200亩，从丹麦引进优质水貂品种，通过

“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发展水貂养殖

业，目前公司存栏种貂18000只，年出栏

水貂8万只，水貂年销售收入1996.32万

元，2017年公司被评为驻马店市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

随着水貂养殖规模的扩大，养殖过程

中产生的废弃物日渐增多，2014年陈淑英

投资500万元以水貂养殖基地为依托成

立了西平县鑫福临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

了500余亩红阳、中华红、黄金果等特优猕

猴桃和10余亩车厘子，将水貂养殖废弃物

通过发酵制成有机肥，打造有机循环农业。

“我们灌溉用的是棠溪湖的山泉

水，施肥全部用的是貂粪制成的有机肥

和农作物秸秆制成的农家肥，种出的猕

猴桃风味独特，深受消费者喜爱。公司

注册的‘多芯鲜’水貂奇异果商标获得

河南省绿色食品认证和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认证。”陈淑英说。

种养循环

陈淑英种的猕猴桃风味独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