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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朝

中原乡村这十年，啥没涨价？

张海龙琢磨了一阵子，蹦出一个

字：“电！”

57岁的张海龙是灵宝市寺河乡闫

村村党支部书记，他已经是 30多年的

“老干部”了，对寺河山的情况了如指掌。

“别看现在山上人多，一到春节，山

上就没啥人了。”8月 8日，寺河山的早

熟苹果已经开始下果了，这是丰收的季

节；平常住在城里的老户人家回山上避

暑了，这里凉快。

春节的时候人都去哪里了？

都进城去了。当地有这样的顺口

溜：寺河山，人如燕，春去秋来冬不见。

一般来说，春节天南地北的人都要回老

家过年的，唯有寺河人，下山猫冬、进城

过年。

国家电网寺河服务站台区经理尚

兴宝说：“寺河155平方公里有16个供

电台区，冬天反而不是用电高峰。”

闫村村闫村村民组31户人家住在

海拔 900多米的山腰，其中 28户分别

在灵宝、三门峡、西安、郑州买有房子，

有些户还不止一套。

65岁的秦善华是7月13日上山避

暑的，他的老宅小院收拾得很干净，平

常他是和爱人住在三门峡市区的，两口

子单独住个两室一厅，不和子女一块儿

住。

“月底孙子一开学，我们就有接送

的任务了，就下山了。”秦善华说。

电饭锅里煮着玉米，电饼铛里正烙

马齿苋馍，厨房的后墙上装有排风扇，

呼呼地响，家里也装了一台空调，20多

天就开过一次。秦善华说：“山高，后半

夜还冷呢！”

62岁的王子华有两个儿子，大儿

子一家三口在三门峡住，小儿子和儿媳

在灵宝也买有房子，目前还住在山上，

10多亩苹果总是要有人管的。

他家的电器就多了：洗衣机、电视

机、空调、冰箱等，全家四部手机、一台

电动车也是要充电的。

这么多电器，一个月得用多少电费？

“谁知道，反正没了就缴吧！”王子

华是“当家人”，当家就是缴费，他拿出

自己的手机找到缴费记录：2022 年 3

月，充值100元；2022年 6月，充值100

元，8月8日手机上显示还有余额34.64

元。

闫村村民组这31户人家大多使用

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几乎没有装电热水

器的，即便冬天留在山上的村民，也都

习惯下山去浴池里泡澡。

“差不多，王子华家用电算省的，用

电量大的户，一个月100块钱足够了！”

张海龙说。

寺河乡地广人稀，全乡155平方公

里，有户籍人口 6401人 1801户，人数

最少的行政村只有120口人；闫村村5

个村民组11个自然村，其中高边、闫嘴

自然村各有一户村民。

“冷静地想想，国家在户户通电这

方面也真下劲，花钱了！”寺河乡农业服

务中心主任刘刚舟说。

寺河乡境内有 10 千伏输电线路

100多公里，有16个供电台区，这些供

电基础设施投入和建设，都是巨额投

资，如果考虑投资回报，收回成本怕连

寺河山上飘浮的“白云苍狗”都不知道。

灵宝市委副书记、寺河乡党委书记

周详认为：“国家在乡村的基础设施建

设投入，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业，真

正体现了人民至上。”

尽管用电量的专业表述是千瓦时，

习惯上大家还是叫度。

2012 年，闫村村全年用电量是

95273 度；在 2014年超过 10万度，达

到 105321 度；2021 年全年用电量是

130368度，用电量逐年增加。

整个寺河乡常住人口人均年用电

量也是逐年攀升的。

2012年，寺河乡常住人口人均用

电量638.8度；2019年超过1000度，达

到 1092.5 度；2021 年人均用电量是

1258.9度。

电价如何？

河南省2012年 7月实施居民用电

阶梯电价，每年用电量2160度以下的，

每度电价格是0.56元，超过了2160度

但在 3120 度之间每度电价格是 0.61

元，再多就更贵了。

张海龙说，闫村村只有一户会超过

2160度。多个住处加上生产、冷库等，

他家有7块电表，并且7块电表都是一

个人的名字，所以每月总是“超标”。

寺河乡副乡长沈诚说：“一般家庭，

这个用电量足够了。”

寺河乡还有“一怪”，全乡的人来自

五湖四海，传统的说法是全乡6000多

口人来自全国13个省108个县：“一个

寺河乡、半拉子中国。”

闫村村民组77岁的赵永池说：“寺

河乡这个地盘上，原来人是很少的，新

中国成立前，为避战乱从全国各地迁来

了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是逃荒到这

里落脚的。”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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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这十年中原乡村 ④④

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奋奋进进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娄淑
红 吴影）8月4日，记者从漯河市畜牧

局获悉，该市动物检疫站整合全市动

物卫生监督系统资源，建立了一个集

电子养殖档案、无害化处理、畜禽运输

车辆管理三位一体的“智慧动监”综合

监管平台，依托“云空间”、视频终端设

备和移动互联网，为漯河市检疫监管

装上了“千里眼”。

据了解，“智慧动监”利用“互联

网+云空间”技术，搭建养殖档案监管

平台，实现了企业养殖信息云端填写

上报、官方兽医远程动态监督的监管

模式，检疫人员随时随地查看手机即

可看到所管辖养殖场的实时记录，还

可以定期根据死淘数、免疫情况等数

据进行分析，科学评估潜在重大动物

疫病的风险，严把动物出栏关。

“目前，我们已实现双汇肉鸡全产

业链项目30个鸡场，河南万东牧业有

限公司等生猪养殖场实行‘云办公’电

子养殖档案远程动态监管，并逐步推

进全市所有规模养殖场全覆盖。”漯河

市畜牧局副局长赵荣立说，这不仅有

助于提高检疫监管效能，还可以有效

避免动物性食品安全事件对人类生命

健康造成的危害，在养殖环节严把食

品安全的第一关。

记者了解到，根据农业农村部政

策要求，“智慧动监”综合监管平台实

现从生猪运输车辆 GPS定位车辆状

态监控全覆盖到利用大数据、移动互

联网等技术实现畜禽运输主体备案全

过程电子化管理。目前，漯河市畜禽

车辆备案有效数1185辆，贩运单位共

19家。

“‘智慧动监’平台上完善的养殖

档案在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能够准确

地追溯源头，快速有效地查询出问题

的原料或生产环节，必要时进行产品

召回，提高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漯

河市畜牧局局长时恒才表示。

本报讯（通讯员韩浩 洪唱 蔡振
宝 记者尹小剑）眼下，正处于秋作物管

理的关键期。进入立秋时节，受持续高

温、日照强烈、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田间

各类病虫草害呈多发态势。在淮滨县田

间地头，到处是农技专家忙碌的身影。

“在农业农村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我们对有需要的农户上门服务，到田间

进行取样，制订施肥、施药方案，利用无

人机等植保机械，实现精准高效作业，

避免重喷漏喷、无效喷洒。”8月9日，淮

滨县防胡镇宣传委员王艺融告诉记者。

淮滨县将抓好秋粮生产作为当前

农业农村工作的大事要事，抓好秋作物

田间管理，防御秋旱、洪涝等灾害，千方

百计夺取秋粮丰收。连日来，该县各乡

镇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及包村干部走进

田间地头，查看墒情、苗情等，及时解决

出现的问题。

根据近期天气变化，淮滨县及时发

布雨情、旱情信息，涝时组织村组干部

帮助群众排涝；旱时及时成立义务服务

队，组织和帮助群众抽水抗旱。该县还

组织县农业农村局专业技术员，对口帮

扶种植大户，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培训指

导；选聘种田能手为村级技术员，划片

区指导群众做好田间管理。

此外，淮滨县相关部门增加病虫调

查频次，及时掌握区域病虫发生动态，

准确发布预警信息，适时组织农民开展

用药预防。截至目前，发布微信信息

500余条。

▲ 8月10日，夏邑邮政分公司揽投部工作人员与陈阳家
庭农场负责人商量火龙果快递配送事宜。近年来，该公司为家
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全方位、个性化
服务，全力支持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李燕 摄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郑卫
光 崔斌）8月 10日，位于济源梨林镇

的济源智慧农业蔬菜产业示范园，风

轻云淡，瓜果飘香，济源示范区“乡村

建设·乡村旅游”招商对接会在这里召

开，82家农工文旅企业、11家农村集

体组织和35个美丽乡村、23个乡村休

闲旅游村庄负责人面对面推介、交流、

签约，共同推进乡村建设和乡村旅游

发展，助推省美丽乡村示范市建设。

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任务。近年来，济源以建设美丽

乡村示范市和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为主线，坚持按照“以工补农，以城

带乡，聚焦精优，绿色发展”的思路，大

力推进乡村建设，发展乡村旅游，打造

融合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于一体的

乡村旅游新业态，不断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和旅游业转型升级，探索“城乡一

体、产城融合”的发展之路。济源在全

省率先实现全域园林镇，拥有 2个国

家级、4个省级特色景观旅游名镇，7

个国家级生态镇，4个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2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点，16个省级旅游特色村、水美

乡村，4家3A级乡村旅游景区；2个村

入选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济源是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市，

有35个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一

村一落皆美景。此次召开乡村建设·
乡村旅游招商对接会，就是按照‘政府

引导、整合资源、市场运作’的模式，给

大家搭建一个平台，共同探索出一条

‘村企共建’运行新机制，展望济源美丽

乡村的未来。”济源示范区党工委委员、

统战部部长、副市长侯波说，济源美丽

乡村建设和休闲农业具有高度的投资

价值，诚招商业投资，共话“乡愁”。

本报讯（记者康巍 赵博）进入仓

房，满眼尽是金灿灿的黄豆，阵阵豆

香扑鼻而来，7.3 米高的粮面平整如

削……“沙沙沙”随着过筛器的一阵摇

晃，王星从中抓出一把豆子放在鼻子下

面闻了闻，随后又仔细检查了一下筛出

的颗粒物，发现没有虫害后，才安心把

手中的黄豆放下，然后再用平粮铲将粮

面平整好。

王星是中央储备粮新港直属库仓

储保管科的一名保管员，他刚才检查黄

豆的画面，正通过网络直播向网友展示

着。打开直播间，手机画面显示：8月

10日，欢迎您来到中央储备粮新港直

属库的“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第五

届公众开放日活动。

“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伏天里，中

储粮是怎样确保粮食储存安全的？“王

星对待粮仓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

心，刚才他检查的是表面粮情，我们整

个仓房里装了 8 根电缆，有 420 个探

头，不同区域、不同深度的粮食储存情

况我们在电脑上一目了然。”仓储保管

科副科长袁颖说，仓房还用了一系列

“黑科技”，配备了粮仓专用空调器，通

过综合运用内环流控温、智能通风储粮

技术，实现夏秋两季平均粮温在20℃~

25℃。粮食储备做到入库质量达标、

储存品质宜存、出库符合食品安全指标

要求，确保百姓“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跟随主播的镜头，除了入仓参观储

粮粮情，网友们还“走进”新港直属库

“一站式”服务大厅、“一卡通”收购流

程、粮食集中清理中心、党建与业务融

合阵地、“五小发明”成果等地，聆听了

工作人员讲述的“中央企业青年文明

号”荣誉获得的经历。从一件件发明和

经历的讲述，向大家展示出了中储粮人

葆初心、铸匠心、守粮心、强信心的精神

面貌。

“绿色”“黑科技”“为中储粮点

赞”……直播过程中，网友们纷纷打出

弹幕与主播互动。

农稳社稷，粮安天下。新港直属库

党总支书记、总经理徐建军说，作为服

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坚强柱石，中储

粮将大力弘扬“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

粮”的精神，守护好我们中国人的饭碗。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刘亚鑫 通

讯员王通伟 张萍萍）8月9日，农业农

村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全

国 100个 2022年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创建县（市、区）名单，新乡市平原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榜上有名，成为全省农

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四个县（市、区）

之一。

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是探索中

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途径。

今年 5月，收到创建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的通知后，设立在平原示范区的新

乡农业高新技术发展促进中心，根据

通知指示要求，结合全区农业高水平

发展现状，立即着手申请创建准备工

作。在区直各相关部门的大力配合

下，收集整理相关材料，编制了《平原

示范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方案》，

上报省级部门审核后，经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择优遴选、专

家评审研究，最终同意创建国家级农

业现代化示范区。

平原示范区是承接大郑州都市扩

展功能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的特佳区

域。2022年 4月，“中原农谷”建设方

案出台，作为“中原农谷”核心区，国家

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神农种业实

验室、河南现代农业研究开发基地、国

家现代种业产业园、国家小麦技术创

新中心示范基地等将在平原示范区布

局落地。

“此次承担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

建，对推动要素向平原示范区汇聚，延

伸农村农业产业链，发展绿色农业、生

态农业，推动‘中原农谷’进一步发展

和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重大深远的历史

意义。”新乡农业高新技术发展促进中

心主任王相民表示，平原示范区正在

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全力推进“中原农

谷”各项建设工作。

漯河

“智慧动监”为检疫监管装上“千里眼”

济源

35个省级美丽乡村邀您共话“乡愁”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获批创建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中原农谷”发展再添新动能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
中央储备粮新港直属库举办第五届公众开放日活动

淮滨

干部专家下农田
指导群众做秋管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8月 9日，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22世界传感器大会定于8月21

日至23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据了解，2022世界传感器大会由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是我省唯一省

部共办的产业大会。

2018年以来，世界传感器大会已

成功在郑州举办 3届，成为推动传感

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国际交流平

台。省政府将智能传感器列入十大新

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产业

链，目前我省传感器及相关产业规模

近330亿元。

“本届大会以‘感知世界 智创未

来’为主题，整体活动由‘一会一赛一

销一榜一展’组成，大会旨在搭建全球

传感业界最有影响力的交流对接平

台。”省工信厅副厅长田海涛说。

“一会”：指2022世界传感器大会

主旨报告会及相关分场活动。“一赛”：

指传感器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八大赛

区200多个作品参赛。“一销”：指智能

传感器产销对接会，将发布河南省传

感器优势产品、市场需求清单，举行产

销对接签约。“一榜”：指大会期间将发

布的国内十大传感器产业园区发展与

科创能力排行榜。“一展”：指由郑州市

政府同期举办科技成果展。

感知世界 智创未来
世界传感器大会8月21日～23日在郑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水利部副

部长刘伟平10日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截至 7 月

底，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5675亿元，较去年

同期增加71.4%。

刘伟平在水利部举行的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进展和成效新闻发布会上说，截至 7

月底，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 25项；在建水

利项目3.18万个，投资规模1.7万亿元；水

利工程施工吸纳就业人数161万人。

“农村水利是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重

点领域，农村供水安全事关亿万民生福祉，

大中型灌区是端牢中国人饭碗的基础设施

保障。”刘伟平说，今年以来，水利部强化部

署推动、加大资金支持、实行台账管理、加

强督促指导，全力推进农村供水、大中型灌

区建设和现代化改造。

统计显示，截至7月底，各地共完成农

村供水工程建设投资 466亿元，是去年同

期的两倍多；已开工农村供水工程 10905

处，提升了 2531 万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

平；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完成投资 25.1

亿元，维修养护工程6.7万处，服务农村人

口1.3亿人。

前7月我国水利建设投资同比增71.4%

▲8月10日，光山县砖桥镇陈岗村靓光合作社社员正在
采收芡实（鸡头米）。该合作社引进种植的680多亩高效品种
芡实喜获丰收，亩纯收益达5000多元。 谢万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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