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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备汛 防灾减灾

本报讯（记者 薛迎辉 通讯员 黄
翔 周林刚）“抢鲜啦!”登封市石道乡
赵庄村，为民种养专业合作社扶贫基
地的大棚前，一筐筐甜脆的嵩山蜜瓜，
一穗穗香甜的玉米正在装车。7月 16
日下午，负责省直机关食堂服务保障
的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服务中
心，专门派出后勤采购车到田间地头
采购，助力“消费扶贫”。

登封市为民种养专业合作社是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定点帮扶赵庄村后引
进的扶贫项目，流转土地近千亩，建设
大棚40多座，利用智慧农业系统，种植
黄桃、蜜瓜、葡萄、猕猴桃等水果，带动
当地 40多名贫困劳动力在家门口就
业。今年在驻村第一书记的引导下，赵
庄村农民扩大甜玉米等经济作物的种
植面积，目前甜玉米也陆续成熟。省机

关事务管理局机关服务中心经过前期
了解、实地考察，决定将这些新鲜出产
的优质农产品送上省直机关食堂餐桌，
用实际行动助力脱贫攻坚。

积极响应我省“消费扶贫”号召，
在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积极发动下，
近年来机关服务中心采取“扶贫+服
务”的双赢模式，让贫困地区优质农副
产品进驻自建的省直机关食堂食材网
络采购平台。今年以来，他们积极参
与“互联网+战疫情促销售助脱贫”活
动，在食堂举办河南省地方特色餐饮
交流暨农副名优食材展，签订帮扶协
议书助力消费扶贫。截至目前，中心
各食堂已从“农购网”和罗山县、新县、
光山县及登封市等地采购农副产品十
余个品种，约 70万元，为农户脱贫增
收尽了一份力。③5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秦川

“妹，很想你！啥时候能来贵州？”
“姐，我也想你，小雨最近咋样，你们回
到贵州生活还习惯吧？”……

连日来，鹤壁市鹤润工贸有限公
司仓库管理员王丽娜不断接到贵州

“姐姐”的来电，盼她到贵州相见。
“跟俺姐认识有一年了，突然分开

心里真舍不得。”一提到姐姐秀梅，王
丽娜心情十分激动。

去年 6 月的一天，王丽娜在上班
途中偶遇一中年女子当街与人争执，
她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情绪很不稳
定。路边，一个婴儿躺在襁褓中哇哇
大哭。

“当时正值上班高峰期，车流量很
大，孩子躺在马路上太危险。”王丽娜
冲上前抱起孩子，又壮着胆子劝和二
人。没想到，这次偶遇让她和这对陌
生母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原来，这名叫秀梅的女子是贵州
人，15岁那年被人拐卖至华北地区，经
历过几次不幸婚姻后精神受了刺激，
此后辗转多地，带着孩子四处流浪。

了解到母子俩的情况后，王丽娜
每天上班都要拐到秀梅母子栖居的铁
路桥洞下，送去面包、奶粉和火腿肠等
食物，并把家里的旧手机送给秀梅，方

便彼此联系。一来二去，秀梅渐渐对
王丽娜产生了依赖。

一天夜里，王丽娜接到秀梅的来
电，通话中她语速非常急切。原来孩
子突发高烧，秀梅无计可施，正搂着孩
子大哭，王丽娜夫妇赶忙接上母子送
至附近的医院，并垫付了医药费。

回来后，王丽娜四处打听，最终在
山城区鹿楼乡鹿楼村为母子俩联系到
一处落脚的空房——就这样，秀梅在
鹤壁有了新家，还有了“家人”。

王丽娜帮助流浪母子的消息不胫
而走，其供职的鹤润公司号召广大职
工踊跃捐款开展救助，并及时将这对
流浪母子的情况上报公安和民政部
门。

经过豫黔两省公安部门持续不断
的梳理、排查，今年 4月，鹤壁市公安
局终于同秀梅的舅舅取得了联系，得
知秀梅原名陈芳，1978 年生，家住贵
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新窑镇。

4月 22日，在山城区民政局、市公
安局山城区分局工作人员及王丽娜的
陪同下，陈芳母子乘坐高铁回到了阔
别多年的家乡。

“还是河南好人多，太谢谢丽娜幺
妹了！要是没有你的悉心照顾，外甥
女和孩子不可能生活得这么好。”一见
面，陈芳的舅舅陈大虎就对王丽娜表
达感激之情。③9

河南粮食要实现从“中原粮仓”到
“国人厨房”和“世界餐桌”的转变，离
不开打造完善的供应链。

今年“三夏”期间，镇平县金瑞农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3000亩优质小麦，还
没有收割就已卖完。合作社负责人刘
阳介绍，他种植的3000亩小麦全部是

“郑麦 369”“西农 511”等优质强筋品
种，麦收前一个月就被当地一家面粉企
业以每斤高于市场价5分钱的价格订
单收购。

《意见》提出，支持企业通
过定向投入、定向收购和订单
生产等方式，选择适合地区建
设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基地。

到2025年，全省优质原粮种植面积达
到5000万亩。

依托电商物流串起供应链，是我
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想念食品有限
公司这几年在做的“时髦事”，“想念”
挂面连续三年成为天猫“双 11”挂面
类的销量冠军。董事长孙君庚说，通
过海量的用户访问数据分析获取产品
在各区域、各时间段、各消费群的库存
和预售情况，进行市场判断，并以此

为依据进行生产和运营的调整。
“以龙头企业拉动延伸产业链，以

特色产品提升价值链，以电商仓储物
流串起供应链。通俗地说，就是从田
间地头一直到餐桌，使粮食加工转化
率达到 75%、增值率达 3.2∶1以上，三
链同构、擦亮河南粮食‘王牌’。”省委
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申延平
说。③5

本报讯（记者 李林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陈浩）7月16日，记者从郑州市
生态环境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郑州市
优良天数达到102天，同比增加25天。

今年上半年，郑州市严抓各项措
施落实，空气质量得到持续改善，6项
污染因子中，除臭氧外浓度全部下
降。全市优良天数达到 102 天，轻度

污染 59天，中度污染 14天，重度污染
7天，严重污染0天。优良天数占比上
升至 56%，重度污染天数占比下降至
3.8%，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全国 168
城市排名同比改善5个位次。

据悉，入夏以来，为打赢蓝天保卫
战，郑州市已按照分级、分类、差别管理的
原则，实施臭氧污染天气分级管理。③4

本报讯（记者 曾鸣）记者从
黄河水利委员会获悉，7 月 16
日，黄河正式迎来“七下八上”防
汛关键期。据介绍，当前我国长
江和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依然严
峻，预计后期雨带将会北抬，黄
河中游、淮河等河流可能发生区
域性较大洪水，北方河流防汛将
成为下一阶段重点。

黄河“七下八上”洪水多发期
主要是指每年7月下半月至8月上
半月。每年的大洪水也多出现在7
月—8月，花园口水文站发生大于
10000立方米每秒大洪水12次，

“七下八上”期间发生8次，因此这
期间的黄河防汛需要高度警惕。

根据气象预测，今年汛期，降
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的空
间分布，涝重于旱。今年汛期黄
河上游、渭河等来水偏多，可能发
生区域性较大洪水，盛夏区域性
干旱可能重于常年，水旱灾害防
御任务艰巨。

面对今年的汛期大考，大数
据让黄河防汛变得更“智慧”。
据了解，随着治黄信息化的不断
推进，流域内 346座大型及重点
中 型 水 库 已 实 现 在 线 监 测 ，
1000 多路视频信号实时传输。
今年，“智慧黄河”工程将进一
步推进，并在提升水文测报能
力、加强通信传输保障、推进共
治共享等方面不断发力，全力确
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③4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永乐

南水北调辉县段的石门河倒虹吸
工程全长1329米，单体工程量及规模在
新乡段属最大建筑物，是确保一泓清水
北上的控制性工程。7月14日，在石门
河倒虹吸控制闸，记者看到在进口和出
口闸门之间，干涸的石门河道横亘其
中。河道之下，是工程三孔输水管道，输
水流量高达262立方米每秒，相当于不
到10秒就能蓄满一个标准游泳池。

“石门河常年无水，现在看起来很平
静。”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河南分局辉
县管理处主任工程师王守明指着河道里
的沙坑说，但夏季一旦降水量大，加之上
游水库泄洪，河水就会暴涨，对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输水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辉县管理处处长陈忠合打开手机，
给记者展示了一款名叫“中线天气”的
APP，通过定期分析降雨量、雨情走势
和影响范围，这个 APP就能让各管理
处提前掌握工程沿线降水量及趋势，研
判南水北调工程沿线可能发生的灾害
类型，为科学做好应急预案提供精准
的数据支持。

同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都安
装了安防摄像头，每隔500米到1000米

一个，其中辉县段共安装113个。利用
安装在高点位的摄像头，实时传回高清、
广角的视频画面，可以随时监测重点区
域河道的水位变化情况。

陈忠合用手机打开系统，显示石门
河倒虹吸工程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020
年三级防汛风险项目，防汛应急物资有石
料4548立方米，预制混凝土块321个。

陈忠合介绍，2016年，石门河倒虹
吸受上游石门水库泄洪影响，洪水冲
刷裹头坡脚和管身段出现了隐患，一
度被定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级防汛
风险项目。2018年，省政府、水利部联
合在石门河倒虹吸工程现场举办了河
南省南水北调防汛抢险及山洪灾害防

御应急演练。2019年 5月，管理处克
服砂石紧缺困难开挖土方 1.3 万余立
方米、铺设石笼 1.2万余立方米对石门
河倒虹吸进行了加固，石门河倒虹吸
被降为三级防汛风险项目。

虽然有了众多智能化科技手段的
支撑，防汛有了底气，但从 6月正式入
汛以来，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河南分
局的全体人员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排
查所有风险部位，储备防汛物资，中控
室人员 24小时值班在岗，做好“防大
汛、抢大险、救大灾”准备。

“预计今年汛期豫北地区降雨较常
年多两成，我们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确
保大水未来，备汛不止。”陈忠合说。③5

本报讯（记者 孙静）根据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要求，今年
以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省发展
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商务厅，对 2019
年 12月 31日前出台的全省现行政策
措施进行全面排查梳理，在规定时限
内完成了存量清理任务。截至今年 5
月 底 ，全 省 共 梳 理 现 存 政 策 措 施
49321件，发现不符合公平竞争、需要
修订的政策措施 9件，废止妨碍统一
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共47件。

“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
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是建设统一
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重
要举措，是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政
府职能转变的内在要求。”省市场监管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省按
照“谁制定、谁清理”的原则，压实工作
责任，全面排查省、市、县级人民政府
及其所属部门在2019年 12月 31日前
制定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

措施，梳理形成了需要清理的政策措
施清单。

据介绍，通过此次排查，我省共废
止了 47件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
的政策措施，如以往所设置的不合理
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未经公平竞
争授予经营者的特许经营权，限制商
品和要素在地区之间自由流动的相关
措施，在生产要素使用、金融投资价格
等政策方面区别性对待不同所有制经
济主体的相关措施等。同时，对于此
次排查出的需要修订的 9 件政策措
施，我省也将按相关程序对有关内容
予以修改。

“通过此次清理工作，我省从更深
层次上搬开了营造公平竞争制度环境
和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的绊脚石，将有力推动建设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释放
创业创新热情，将河南打造成为更加
理想的投资营商热土。”该负责人表
示。③8

搬开公平竞争环境的“绊脚石”

我省清理废止47件旧政策措施

郑州上半年102天空气优良

采购车开到田间地头

省直机关食堂助力“消费扶贫”

“秀梅”回家了

黄河进入黄河进入““七下八上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关键期

倒虹吸智慧系统防大汛

永城小麦永城小麦
““吃干用尽吃干用尽””

小麦在这里，

前路可提取 88%%生产高档

速冻饺子粉

中路可提取5151%%生产手撕

面包专用粉

后路可提取 55%%的沙琪玛

专用粉、麦胚用于生产蛋糕干
剩下的麸皮用来生产杂粮饼

干

制图/王伟宾

三链同构 擦亮“王牌”
——关注我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之三

河南是全国粮食生产大省，也

是粮食产业大省，粮食产业发展取

得明显成效，但同时，产业链条不

长、产品附加值不高、企业竞争力

不强等问题也制约着粮食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

近期，作为我省农业高质量发

展“1+N”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关于坚持三链同构加快推进粮

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一出台就引发多方关

注。如何全面提升粮食产业质量效

益和竞争力，从而实现由粮食资源

大省向粮食产业强省转变？7月15

日，记者采访了有关专业人士。

□本报记者 李若凡

“中国面粉城”永城，小麦播种面
积常年稳定在 177万亩左右，年产小
麦18亿斤。

“一粒小麦”经过一道道加
工，身价不凡。汇丰食品集团是
永城五大面粉加工企业之一，小
麦在这里，前路可提取8%生产
高档速冻饺子粉、中路可提取
51%生产手撕面包专用粉、后路
可提取 5%的沙琪玛专用粉、麦胚
用于生产蛋糕干，剩下的麸皮用来生
产杂粮饼干。

为进一步提高附加值，汇丰食品
成立了麦客多食品公司，生产面包、蛋
糕。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我们每月消耗自产面粉4000多吨，去

年销售收入达1.8亿元。”
近年来，永城一大批面粉企业通

过精深加工，拉长小麦产业链，不断
做大做强面粉业，实现了产业转型
升级。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产业发
展处处长王玉田说，延伸产业链
条，实施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行
动，加快生产线智能化、绿色化改

造，做优面制品。
《意见》在延长粮食产业链方面，

针对小麦、玉米、稻谷和油料等四大产
业，制定了差异化的发展目标。通过
支持企业前延后伸上下游产业，不断
提升主食产业化和粮油精深加工水
平，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如何提升河南粮油产品知名度，
让产品产生更大效益？省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副局长赵连辉说，《意见》提出
了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和品牌化等

“四化”发展方向和具体举措。
近年来，农业大市驻马店坚持质

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培育“三
品一标”农产品229个，叫响了十三香、

平舆白芝麻、正阳花生等特色品牌。“正
阳花生”被农业农村部评为“中国百强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实现了产业产值、
品牌价值“双百亿”，形成了“世界花生看
中国，中国花生看正阳”的品牌效应。

据了解，河南将实施“河南粮油”品
牌培育计划，每年培育3至5个全国性、区
域性知名品牌，擦亮“河南粮食王牌”金字

招牌，开展一县一品行动，打造“平舆芝
麻”“原阳大米”等县域知名粮油品牌。

同时，加大财税扶持力度，配套出
台了具有较高含金量的政策，优化商
品粮大省、超级产粮大县和产油大县
奖励资金使用方向，各地政府获得的
一次性奖励资金用于支持粮食产业发
展的比例不能低于60%。

价值链如何更“高”？

供应链如何更“全”？

防汛抗灾的新科技

石门河

武警南阳支队开展水上救援、溺水救护等科目演练。⑨3 高嵩 摄

77月月1414日日，，武警南阳支队开展防洪防汛实战应急演练武警南阳支队开展防洪防汛实战应急演练。。⑨⑨33 高嵩高嵩 摄摄

7月 16日，项城市丁集镇现代智
能温室内，农技科普志愿者正在指导
如何搞好鱼菜共生。⑨6 张永久 摄

7月 16日，焦作市解放区5000余名志愿者在公园、广场、楼院开展环境卫
生保洁、政策宣传、免费理发等志愿服务活动。⑨6 李良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