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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左力 王果

四月的唐河县开发区，一批批新招引的优质项目伴

随着花开的声音，正在落地生花、拔节生长。

在海宏（唐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计划总投资10

亿元的年产1.3GWh锂离子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加速推

进。董事长徐海奇感慨道：“孵化一个项目，壮大一个产

业，需要的是一个适宜的‘暖巢’。唐河靠优良贴心的‘软

环境’表现出的招商引商‘硬实力’，让我们投资创业信心

倍增。”

如何以营商环境之优破解招商引资之困？唐河县

委、县政府用行动和实力作答：围绕“冲刺全省20强、打造

省域副中心城市重要增长极”目标定位，始终把“软环境”

作为构建现代工业体系的有力推手，用“软环境”彰显了

“硬实力”的魅力，招商引资工作位居南阳市第一。

翻开2021年的优化营商环境绩效档案，一桩桩惠企

事项、一项项政务改革、一组组检验数字引人注目——

营商环境全省排名第27位，为企业兑现土地出让

金、税收奖励、融资贴息等奖补资金5.6亿元。目前，已为

企业累计兑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资金超10亿元。

行政审批更加高效。推动“放权赋能”改革，承接省

级下放事权255项。深化“放管服效”改革，37个审批部

门完成集中入驻，300余项事项实现一证通办，690余项

事项实现一天办结，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压减至31个工作

日。

要素保障更加有力。储备补充耕地9万亩，整治“空

心村”1.1万亩，报批土地1.9万亩，均居全省第一。完成

区域评估6.1万亩，工业用地弹性出让496亩。不良贷款

清收完成目标任务的114%，综合排名全省第一。

服务方式更加精准。扎实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

创新“五时”闭环管理机制，解决问题758条，办结率达到

100%，居全市第一方阵。落实招商项目代办制，设立“办

不成事”窗口，实施“不申即享”，完成减税降费1.7亿元。

成立全市首家企业服务中心，率先搭建线上服务平台“兴

企网”。

纵观“硬实力”之变，我们看到的是唐河工业崛起的

“阶梯式递增”之路——

“硬实力”用增量说话。2019年招引企业18家，合同

引资额76亿元；2020年招引企业34家，合同引资额104

亿元；2021年招引企业98家，合同引资额134亿元。唐

河始终把招商引资作为“头号工程”重抓重推，对外重点

城市派驻精兵强将布局设立驻外招商处7个，对内招商部

门实行“二分之一”工作法，招商引资项目数量和合同引

资额逆势而上。

“硬实力”用体量说话。2019年招引5亿元以上项目1个，2020年招引5

亿元以上项目2个，2021年招引20亿元以上项目6个、10亿元以上项目10个，

招商引资项目体量不断膨胀。在全市领先开创“产业基金+产业园+委托招商”

的招商新模式，利用产业基金成功引进总投资50亿元的智能汽车传感器项目，

实现了大项目的重大突破。

“硬实力”用质量说话。2019年引进高新技术企业3家，2020年引进高新

技术企业5家，2021年引进高新技术企业10家，累计达40家。产业集聚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134家，税收超千万元企业20家。好口碑带来好项目，对落地

项目实行金牌店小二、全生命周期无缝对接式的服务，通过落地项目的口口相

传，实现了招引一批带来一批的乘法效应。

招商有成，蓄势赋能。2021年，在唐河工业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中，完成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2.5亿元，增长10.4%。初步形成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农

副产品加工三大产业链群，申报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居全市第一。唐河县开

发区延链补链强链项目强势崛起，形成了“聚而优”的产业链生态，开发区入驻

企业209家中，三大产业链群企业达到了123家。

环境优则项目兴，项目兴则工业强，工业强则财力增。去年，唐河县完成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3亿元，增长12%，财政收入质量居全市前列，总财力达

到137.1亿元，净增16.8亿元，总财力增幅位居南阳市第一。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通讯员郭
楠楠）“收到关于张某某同志的问题线

索，已初核了结，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已过处分影响期，可以正常推荐！”

近日，新乡市凤泉区纪委监委收到区

委组织部发来征求张某某等168名区

政协委员推荐人选党风廉政意见函

后，及时给予了廉政意见回复。

党风廉政意见回复工作是干部选

拔任用的一道重要关口，也是党内监

督的一种重要方式。近年来，凤泉区

纪委监委在干部选拔任用、评优评先

等工作过程中，严把廉政意见回复关，

把好选人用人关，为凤泉政治生态向

善向好保驾护航。

该区纪委监委在收到区委组织部

党风廉政建设征求意见函后，由相关

科室围绕是否存在问题线索、诫勉谈

话情况等重点内容进行联合“会诊”，

层层把关逐一签字，形成最终意见。

为防止“廉政体检”流于形式，该

区纪委监委严格把握政策界限，对政

治上有问题的坚决一票否决、廉洁上

有硬伤的坚决排除。同时，建立线索

台账、梳理问题情形，确保廉政审查意

见准确、真实。

该区纪委监委在全区建立干部廉

政档案资料库，实行一人一档、一人一

卷编号管理，内容涵盖个人基本情况、

重大事项报告等，以便及时准确掌握

干部廉政动向，强化日常监督。当下

正值换届期间，凤泉区纪委监委已对

550人进行了廉政审核，作出意见回

复，对1人提出否定意见。

“对干部进行‘政治体检’从严过

筛，坚决把有‘伤’带‘病’的挡在门外，

认真开展廉政审核回复工作，确保真

正做到为党为国家为社会把好选人用

人廉洁关！”凤泉区纪委副书记、监委

副主任魏红霞说。

对干部进行“政治体检”
新乡市凤泉区筑牢选人用人“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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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宋朝王旭刘婷婷于涛李梦露

“稳定粮食产能基础，打造黄淮海平

原粮食安全产业带河南核心片区。”响鼓

重锤。除了这个高屋建瓴的部署，河南省

委一号文件对河南粮食生产还有更具体

的要求：加强粮食耕、种、管、收全过程生

产管理；抓好豫南冬闲田油菜扩种；稳步

发展谷子、红薯、小杂豆等种植。

面积30多万平方公里的黄淮海平原，

是我国原始农业发展较早、农耕历史悠久

的地区之一，在广大的农区，粮食生产就

像小麦扎根地下两米一样，是一种不假思

索的天性。

许昌市建安区陈曹乡万庄村村民万

留栓已经69岁了，清明节那几天，因为疫

情在外打工的儿子一家都没回来，闲，他

每天都带着老伴儿去自家麦地里转转，看

看，拔一会儿草。

万留栓种的10亩小麦，其中7亩地是

他每亩花800元“租”的，“租”即流转。

“现在种地轻松多了，从种到收，喊个

机器来就中了，连孩子闺女都不攀扯。这

10亩地我种两年了，一季玉米一季麦，没

觅过一个人！”万留栓说。

万留栓很清楚种地是赚不到大钱的。

“也能挣俩钱吧！平常买肉买菜，过

年发压岁钱，用不完的！”万留栓说。

每年的麦子万留栓从不会卖完，始终

保持家里存那么上千斤小麦，新麦下来

了，才会卖掉陈麦腾仓。

河南目前土地流转面积为 3393 万

亩，占家庭经营承包土地面积的三成；也

就是说还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土地在万留

栓这样的小农户手中，耕种这些土地的大

多是万留栓这个年龄阶层的农民；而对万

留栓这样的农户来说，种粮收入在家庭总

收入中占比很小。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不管到什么时候，没啥吃是要出人命的！

年年在地里种出点儿粮食，心安！”万留栓

说。

如果说小农户种粮的坚决是一种维

持生存的农耕传承的话，种粮大户种粮的

坚决则来自尚可的种粮收益。

正阳县熊寨镇王大塘村共有耕地

10675亩，有一半的土地都流转给了专业

种粮户，流转费用是每年每亩800元。

河南省委一号文件有这么一句话：落

实工商资本流转土地审查审核和风险防

范制度。

“对于外来资本大面积流转土地，许

多农民本身是比较抗拒的。”王大塘村党

支部书记骆松山说，有些人不知道什么路

数，刚开始很红火，像弄大事的，结果弄两

年就跑了，流转费也不给了；相反，身边会

种地也愿意种地的人流转土地，任凭价格

低点，农民也情愿。

近几年，耕地“适度规模经营”逐渐被

大家认可。

临颍县新店镇新店村59岁的农民赵

红江和他侄子搿伙流转了300多亩地种

粮，耕、耩、收机械设备全部自有，因其流

转的土地都是高标准农田，灌溉用的是节

水系统。

赵红江说：自己出力不算，一年种粮

的纯收益都在10万元以上；另外，还不耽

误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孙子。

河南各地根据耕地质量流转费用不

一，不管是豫东平原还是豫西丘陵山地，

一年一亩地两季粮的收益一般都在500元

到1000元之间；正常情况下，种粮150亩

的收益在10万元上下。

赵红江说：种少了养不住大型农机

具，种多了顾不过来。

看来给种粮“适度规模经营”划线的

话，150亩左右正合适。

不离土、不离家，年收益10万元，不比

“离乡背井”外出打工收益低，这就是赵红

江这样的适度规模经营种粮户种粮的态

度坚决。

下期请看：
一号文件头等事③
让人人看到耕地上的牙齿

本报讯（记者李晓辉张莹）距离麦

收只有1月有余，这一个多月小麦从抽

穗开花，历经灌浆到成熟，时间虽短，却

会面临赤霉病、条锈病、倒伏、干热风、烂

场雨等多重风险，是决定小麦丰产的关

键时期。如何做好风险管控，夺取夏粮

丰收，4月18日，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印

发《2022年全省小麦后期管理技术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各地

坚持不懈抓好后期管理，做到小麦一天

不收获，技术指导一天不放松；省农业农

村厅领导带队，9个小麦专家指导组陆

续分赴各地，指导地方及时科学进行小

麦后期管理，全力以赴夺取夏粮丰收，实

现颗粒归仓。

立春以来，全省各地加强技术指导

服务，分区分类精准施策，狠抓关键措施

落实，小麦促弱转壮取得明显成效，加之

天气条件总体有利，苗情持续向好转化，

整体长势与常年相当，为今年夏粮再夺

丰收奠定了基础。目前，我省小麦从南

向北陆续进入抽穗期，大部分麦田群体

充足、底墒适宜，丰产架子已初步搭建。

省农业农村厅要求，麦收前的这一个多

月，要落实、落细各项小麦后期管理措

施，充分发挥好各级各类小麦示范田和

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

示范作用，带动群众科学开展后期麦田

管理。

目前，小麦条锈病已在豫南发生；4月

中下旬至5月上旬我省还有多次降水过

程，小麦赤霉病偏重流行风险增加。小麦

赤霉病、条锈病等病虫害如何防治？《指导

意见》指出，对小麦赤霉病，豫南常发区要

抓住抽穗扬花关键期，坚持“见花打药，主

动预防”不动摇，确保防在发生流行前；其

他地区要“立足预防、适时用药”，努力降

低赤霉病流行风险。对小麦条锈病，落实

“准确监测、打点保面”，“发现一点、控制

一片，发现一片、控制全田”的防控策略，

及时封锁发病中心，适时组织大面积防

治，把病害控制在点片、初发阶段。同时，

要合理选用和科学混配防控药剂，统筹做

好白粉病、叶锈病、麦穗蚜等其他病虫害

防治，做到一喷多防。

小麦抽穗到灌浆期，耗水量占全生育

期的1/4以上。该阶段温度高、水分蒸发

快，极易造成土壤干旱，导致小麦结实率

和粒重下降。如何保持水分促灌浆？《指

导意见》要求，对土壤墒情不足、有水浇条

件的麦田应在扬花后7~10天，酌情浇好

灌浆水，以水调肥，以肥养根，以根护叶，

促进灌浆，提高粒重。

干热风是小麦生长后期主要气象灾

害，易造成小麦灌浆不足甚至枯萎死亡，

最终影响产量和品质。《指导意见》提出，

对晚播麦田，由于生育时期相应推迟，后

期遭遇干热风天气的风险加大，力争喷施

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2次，防早衰防干热

风，增加粒重；对优质强筋麦田，后期适量

喷施氮肥，可提高品质。

5月下旬至6月上旬，我省小麦从南

到北开始成熟，《指导意见》要求各地要抢

抓有利时机，科学收获保归仓。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强调

据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我省印发《指导意见》，9组专家分赴各地指导小麦后期管理

小麦一天不收获 技术指导一天不放松

种粮是一种坚决

标题新闻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
凌）4月18日，阳光明媚。沈丘县洪山镇

臧庄村一处优质订单小麦高产示范方基

地，满目绿油油的小麦长势正旺，天空嗡

嗡作响。飞防技术员操纵遥控器，两架无

人机分别在相邻不同的作业区域，往返穿

梭喷施“生物农药+增长叶面肥”混合套餐

营养药液，集中联片统防统治小麦赤霉

病、条锈病及小麦蚜虫、红蜘蛛等病虫害，

力争做到“一喷三防”“一喷多防”“一喷多

效”，田间地头呈现一片繁忙景象。

“你瞧瞧，这植保无人机飞得可真

快，药喷得真均匀！今年俺家的40多亩

麦田，有县里统一组织的无人机飞防队，

免费打药，很快解决了我家的一大难题，

真得劲！”当天下午，臧庄村农民郭生伟

站在地头，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当前，小麦已进入抽穗扬花期，也是

小麦病虫害最佳防治时期，做好当前小

麦“一喷三防”或‘一喷多防’工作，已成

为当前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为此，该

镇在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周密部署，精心组织，抓住当前有利时

机，全力以赴组织开展“统防统治+群防

群治”，力争用3天到5天时间防控一

遍，坚决遏制小麦病虫害，确保全镇夏粮

丰产丰收。

沈丘县洪山镇开展
“统防统治+群防群治”
免费“飞防”农民点赞

4月19日，尉氏县农业农村局的植保队员在邢庄

乡尹庄村的小麦地里进行“一喷三防”植保作业。谷

雨时节，正值小麦拔节孕穗的关键时期，尉氏县农技、

农机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科学做好小麦后期

管理，确保全县104万亩小麦丰产丰收。

李新义摄

一号文件 ②头等事头等事头等事头等事

加强数字政府建设
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