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5月，在荥阳市举行的小麦高产比赛中马克托尼功能肥获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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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了解马克托尼功能肥的防虫

抗旱抗倒高产水平，青岛欧非亚在多地

作物收获前后，组织多场次由专家、记

者、技术人员、经销商、农民等人参加的

观摩会、测产会，所到之处，人们对马克

托尼功能肥的防虫高产效果交口称赞，

农民丰收后的喜悦溢于言表！

在调查中，马克托尼功能肥高产典

型不胜枚举，河北隆尧县固城镇北录庄

王科考9亩小麦在2018年遭遇严重冻害

和病害，造成大面积减产，常规地块亩产

只有700～800斤的情况下，施用马克托

尼功能肥亩产小麦达1200多斤，亩增产

达300～400斤；平顶山叶县2018年销

售马克托尼玉米肥400多吨，玉米授粉

期遭受狂风肆虐，大多数玉米平铺装倒

伏，减产严重，使用马克托尼的玉米地块

依旧异常坚挺，表现出超强的抗倒伏能

力；辽宁锦州地区遇到超级旱情，大片玉

米田块叶片枯萎卷曲，很多玉米干枯死

亡，施用马克托尼功能肥的玉米田抗旱

能力超过21天，折服众人。

修武县城关镇种植大户李金山，

2018年种植的45亩大豆全部使用马克

托尼大豆肥，在当地其他地块几乎绝收

（亩产30斤）的情况下，马克托尼大豆田

亩产大豆470斤，增产抗逆能力令人震

惊；西平县出山镇玉皇庙村闫哲50亩花

生地使用其他品牌肥料产量在530斤左

右，2018年严重干旱的情况下，使用马

克托尼功能肥全季花生无虫害，下针

多，亩产量810斤干果，亩增收600元以

上。

温县祥云镇北贾村王莲，6亩玉米全

部使用马克托尼玉米肥，亩产玉米1724

斤。江苏睢宁县双沟镇三友村蔬菜种植

户卢勇，去年使用马克托尼功能肥，5亩

韭菜无地下病虫，产量高，亩效益较往年

提高20%以上，他表示：“一季底肥，全季

防虫害，作物品质好，以后用肥就用马克

托尼。”

“肥沃金土地，幸福千万家”。近年

来，马克托尼功能肥以其无虫害、低残

留、超高产表现先后获得第六届上海国

际肥料展览会“金奖”产品，获得“一种

分体式两掺肥料”国家专利，黄淮麦区

首届化肥比赛英雄榜“冠军品牌”等多

项殊荣。马克托尼功能肥，其倡导的

“施肥植保一体化”创新理念与用户使

用后突出的增产增收效果在业内引起

了轰动和关注，马克托尼肥料，已成为

功能肥行业领军品牌，必将引领作物进

入防虫高产双效新时代。2019年，青岛

欧非亚将在老挝、缅甸、肯尼亚等“一带

一路”国家建立新型功能肥生产基地，

未来将惠及更多的亚、非、拉地区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管城区城东路街道办事处依托“路长
制”工作深入开展市容市貌大提升行动

郑州市管城区城东路街道办事处为深

入落实“路长制”市容市貌大提升动员会议

精神，强化环境卫生意识，规范文明行为，

从而给辖区群众营造干净卫生、健康舒适

的生活环境，全天巡查整治不停歇。（杨丹）

御金城社区创新服务模式密切党群
关系

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街道办事处御

金城社区党支部创新服务模式，采取党

员充当楼栋长、居民代表的形式，倾听民

声民意，密切党群关系。此举不仅为群

众解决了实际困难，而且扩大了党组织

的凝聚力。(王伟杨瑞)

管城区城东路街道办事处齐上阵将
“路长制”工作做精、做细

郑州市管城区城东路街道办事处认真

贯彻深入推进“路长制”工作，全员上阵，加

快辖区卫生环境的整治步伐，对发现的问

题，立改立整，在辖区范围内积极开展环境

卫生整治工作，不断提高城市环境卫生管

理水平，将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做精、做

细。（杨丹）

林州农商银行（筹）举办迎新春晚会
1月24日，林州农商银行（筹）举办

“立足新起点 再铸新辉煌”主题迎新春晚

会。林州农商银行（筹）党委书记、理事

长贺东廷致辞表示，林州农商银行将遵

循“创一流业绩、建一流银行”的企业愿

景，推动经营机制快速转变，确保林州联

社改革发展踏上新征程、实现新跨越、创

造新未来！（谭建国 侯宪华）

郑州经八路街道全民参与“路长制”
为进一步深化提升“路长制”工作效

果，1月24日，郑州市金水区经八路街道

办事处召开全体干部职工会议。会后，

路长、巡查员、执法人员、城市管理员、环

卫工人、志愿者、商店门户等一起上路，

共同改变城市管理乱象，让辖区的几条

道路“旧貌换新颜”。（姚淼）

精准滴灌金融园丁助推“百花盛开”
洛阳农商银行自贸区科技支行紧紧

围绕信用园区+信用企业、信用村+信用

户，对辖区持续精准走访，目前已向“百

花工程”中的4户信用民企提供信贷支持

2800万元，培育意向客户5户，拟授信

300万元，同时为辖区三元村授信1500

万元，为支持小微民营企业和落地普惠

金融再显新担当。（张一超 李龙飞）

新蔡县供电公司：隐患排查“电”暖
返乡人

近期，随着外出务工人员陆续返乡，

冬季农村取暖用电负荷增加，但居民安全

用电意识淡薄，用电故障、电气火灾安全

隐患突出，为此，自1月10日起，新蔡县供

电公司组织各乡镇供电所人员开展安全

用电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切实防范供用电

安全风险，增强辖区居民冬季安全用电意

识，有效遏制供用电安全事故发生。

一是重点排查电力线路运行隐患、

环境隐患、交叉跨越和对地安全距离，检

查杆塔基础隐患，防止恶劣天气下发生

倒杆断线；排查水泥杆、线路绝缘子、跌

落式开关、避雷器等有无裂纹或损坏，排

查台区配电变压器运行隐患；二是对配

变和0.4千伏线路进行负荷预测，及时整

改重载、过载线路及配变；三是检查重要

场所、重要客户的供电设施运行状况、供

电方式及应急供电措施，对存在供电安

全隐患的客户及时下发《安全隐患整改

通知书》，并要求限期整改。

同时，该公司还成立督导检查组，对

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情况进行全面督察，

要求全体干部员工提高政治站位，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保持安全高压态势，安全

生产意识不松懈，工作力度不减压，责任

追究不手软，确保各项安全职责列明压

实，保障人员、设备安全生产零事故。（裘
倩赵婧希）

引领作物防虫高产双效新时代马克托尼功能肥
□本报记者 肖列 文/图

“时和岁稔，穰穰满家”。2018年12月
下旬，由青岛欧非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组织
的“马克托尼功能肥作物高产效果回访”活
动在黑龙江绥化地区和河北隆尧县、江苏徐
州、河南温县等地同步展开，回访团一行实
地观察作物长势，普及科学施肥知识，见证
了农民朋友使用马克托尼功能肥后所带来
的增产增收喜悦。众多农资经销商和农户
纷纷对马克托尼功能肥防虫效果和高产表
现赞叹不已，农民们异口同声地夸赞：“施用
马克托尼功能肥，综合投入少，产出更多，杀
虫防病，耐旱抗倒，庄稼高产，品质出众，真
是农民致富的好伙伴。”

青岛欧非亚明白农民对好收成的渴盼，
作为一家集新型肥料科研、生产、销售于一
体的国际（集团）公司，致力于发展绿色高效
农业，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作物产量。
2014年初，该公司汇聚欧、亚等多个国家的
顶级科研团队智慧，成功研发出“一季底施，
全季防虫”的马克托尼全能力型功能肥。马
克托尼功能肥，采用行业领先的“TZ+1诱导
剂”核心技术，运用抗虫、抗病的生物活性菌
防治作物的病虫害，添加国际进口的抗旱剂
和抗倒剂，使之具有杀虫防病、抗旱抗倒、超
高单产等功效，广泛适用于小麦、玉米、花
生、水稻等大田作物和甘蔗及瓜果蔬菜等经
济类作物；马克托尼功能肥，以独特的“施肥
植保一体化”卖点迅速占领市场，备受农民
青睐，2018年远销欧、亚、非等多个国家和
地区。

2019年1月7日，由青岛欧非亚主

办的“2019年度国际‘金奖’马克托尼/七

州城林迎新千万钜惠暨新产品发布会”

在郑州举行，会议吸引了山东、河南、河

北、安徽、江苏等地1500余名农资经销

商、种地大户出席。各地农资经销商踊

跃发言，交流了马克托尼/七州城林功能

肥独特的防虫超高产真实案例及示范推

广经验，大家均表示:马克托尼功能肥系

列产品科技含量高，品质出众有卖点，与

其他厂家的类似产品有着明显差异，农

民反馈效果很好。众多合作伙伴现场预

订马克托尼功能肥3万多吨，在业内引

起轰动。

马克托尼经销商张文安向记者介

绍，马克托尼功能肥已成为其店面“招

牌”，突出的防虫高产表现被众多果蔬基

地和种植大户青睐，马克托尼果蔬专用

肥、辣椒肥、小麦肥销量在农资市场居领

先位置。

马克托尼功能肥进入河北隆尧县市

场三年来，该县经销商杜庆科用“震惊、

完美”等词语表达对马克托尼功能肥的

感受。“震惊”的是，马克托尼功能肥卖点

独特、品质出众，深受当地乡镇零售商的

欢迎；“完美”的是，马克托尼功能肥优异

的防虫高产、抗旱抗倒表现受到农民朋

友的认可和喜爱。

汤阴县是有名的优质麦生产基地，

马克托尼汤阴县经销商蒋海军表示，马

克托尼小麦肥、玉米肥科技含量高、防虫

高产双效力，在当地备受欢迎，每年销量

都在上千吨。

西平白七妮、浚县张永斌和河北唐

山徐利来、沧州张镇及江苏徐州鲁秀珍、

丰县马伟庆等众多马克托尼功能肥经销

商给予马克托尼系列产品高度评价，纷纷

表示将加大市场示范推广力度，让马克托

尼好产品给更多的用户带来增产增收。

业内轰动 施肥植保一体化受热捧

农民喜爱 防虫抗旱抗倒高产效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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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石庆
凯）近日，全省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

看”及大气污染问题专项督察反馈问题

整改和冬春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推

进电视电话会议召开，焦作市委副书记、

市长徐衣显在焦作分会场就贯彻会议精

神，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出要求。

提升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

各级各部门要将此次专项督察整改作

为检验树牢“四个意识”、落实“两个维

护”的重要标尺，坚定过硬决心，强化

过硬担当，落实过硬举措，盯紧问题、

持续发力，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工作。

从严标准要求，持续抓好整改。

严盯问题整改，明确责任分工，倒排整

改期限，确保问题不遗不漏、任务清晰

明确、措施有的放矢、结果高质高效。

严防问题反弹，建立定期复核机制，严

防污染反弹、死灰复燃。严格执法问

责，紧盯重点案件、重点领域、重点区

域、重点企业，加大执法力度，让环保

法律法规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

的高压线。

紧盯目标任务，持续加压推进。

盯紧目标任务，坚持问题导向，奋力加

压攻坚，确保秋冬季防控措施落实到

位。聚焦重点工作，全面推进错峰生

产和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散乱污”

整治、工业源污染治理、移动源和非道

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扬尘综合治理、

烟花爆竹禁放和秸秆禁烧工作，持续

改善环境质量。推进标本同治，深入

实施经济结构提质、生态功能提升、国

土绿化提速、环境治理提效“四大行

动”，优化调整产业、能源、运输、用地

“四大结构”，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方式。

健全完善机制，强化攻坚保障。

各级各部门要健全责任机制、督察机

制、奖惩机制，狠抓问题整改，推进冬

春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为建设

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城市，在中原更

加出彩中出重彩、更精彩提供坚强环

境保障。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通讯员 卞瑞
峰）近日，原阳县脱贫攻坚指挥部下发

《关于开展“双貌双扶”活动作战令》，

全县13个乡镇（办事处）立即行动，全

面提升“双貌双扶”。阳和街道办事处

大张寨村更是积极响应，出重拳改善

集中整治村容村貌和户容户貌，通过

“四评”“三好”评选表彰和“孝老敬亲”

饺子宴活动扶志又扶智。

该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晓燕同走访

单位一起积极开展“昼访夜谈”活动，

与贫困群众谈心，积极鼓励贫困群众

走出去学技术，靠自身发展早日脱贫

致富。并积极在村内开展表彰脱贫光

荣户、孝老敬老户、文明卫生户、诚实

守信户“四评”活动和好子女、好媳妇、

好公婆“三好”活动，引导广大贫困群

众增强“造血”功能，达到更高质量、更

高水平的脱贫。

此外，大张寨村集中整治村容村

貌和户容户貌，并加强孝老敬老倡导

乡村文明新风。书写着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大红灯笼挂满了3里长的主

街道，大张寨村“孝老敬亲”饺子宴也

正在热闹进行中。村里50多名志愿者

为全村200多名70岁以上老人包了热

气腾腾的饺子，老人们带着红艳艳的

围巾，坐在大红灯笼下面，吃着暖心的

饺子，高兴得合不拢嘴。

原阳县大张寨村

出“重拳”提升“双貌双扶”

焦作市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近日，来自浙江的一个老年骑

行队，在商丘市梁园区双八镇彭元村驻

足，啧啧称赞声不绝于口。“我们从家乡出

发，骑行了大半个中国，头一次见到这么

美而且有品位的村庄。”老年骑行队队长

老张感慨地说。

老张手指着彭元村对笔者说，看那大

叶女贞树掩映下的村庄，让人情不自禁地

想起“绿树村边合”的美景，村旁的草莓大

棚像排列齐整的琴键，仿佛在演奏乡村振

兴的乐章；在这里，烂陶罐经过简单“包

装”后，成了绰约多姿的花盆,废旧轮胎则

成为花墙的镂空“图案”，被“请”上墙去的

啤酒瓶盖、废旧塑料，“雕塑”成精妙绝伦

的图案，惟妙惟肖。彭元村虽没有苏州园

林的豪华，但尽得苏州园林的情趣。

颜值高又有品位的村庄在双八镇何止

彭元村一个，乔庄村、徐庄村、殷庄村等，皆

是如此。“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双

八镇党委、镇政府主动作为，创新工作思

路，用‘四字经’，绘就农村新画卷。”梁园区

委常委、区统战部部长赵来霞评价说。

“谋”是根基。“如果说，我们在人居环

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中有一点成

绩的话，那么这点成绩首先来自我镇党

委、镇政府的精心谋划，统筹安排。”双八

镇党委书记王建伟说。大到怎么治理才

能彻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小到垃圾桶怎

么摆放才能既美观又实用，一棵绿化树怎

么栽才能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该镇都

做了详尽的谋划。

在双八镇草莓主题公园施工工地，该

镇主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党委副书记

张永华拿着厚厚一沓设计图，跑来跑去。

他说，为了让公园能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

体，方便附近的群众来这儿休闲、娱乐，他

和同事们“五加二”“白加黑”，跑断了腿，

磨破了嘴，忙活了一个多月，这才有了设

计方案。“建设未动，谋划先行啊!”他说。

“套”是方法。以党建为中心，建设乡村

与垃圾清理，产业发展与大气污染防治形成

一个工作整体，围绕这个整体，安排、部署每

一项工作。任何一项工作如果脱离了这

“一套”体系，即使做得再好，也是败笔。

双八镇魏庄村生产麻糖有着一百多

年的历史，产品销往周边各大城市，供不

应求。可是个别麻糖加工小作坊仍然采

用燃煤锅炉，释放的气体影响到当地的空

气质量。双八镇政府坚决予以关停。“不

能因为单纯地发展麻糖产业，损害到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双八镇镇长杨明说。

目前，双八镇正积极筹划魏庄村麻糖

产业园建设项目，引进先进的生产线，在

弘扬传统麻糖文化的同时，做大做强魏庄

麻糖产业，铺就乡村生态发展之路。

“宜”是关键。无梁庙村有一个美丽

的传说：明朝老臣沈阁老为了减轻百姓负

担，亲手建了一座青砖砌墙，穹顶依据八

卦图布局的“无梁”庙。他想让皇帝在参

观该庙时说出“无梁”二字，借“无梁”与

“无粮”的谐音，以此免除中原百姓粮赋。

双八镇因“传说”制宜，把无梁庙村打造成

文化旅游村。

东沙河曲曲折折，绕双八镇西村南去，河

两旁草莓种植大棚排列有序。双八镇草莓文

化主题公园傍河依“莓”而建，其优美的环境让

游客流连忘返，浓厚的草莓文化让村民乐而忘

家。草莓文化主题公园为西村增辉不少。

杨楼村人爱美，就在杨楼村内广植玉

兰树、千日红等景观树。村美了，村民的

环保意识就被激发了出来。原来随手扔

垃圾、随意倒污水的现象被眼前“美景”消

灭掉了。随之而来的是整、洁、齐、美。

“品”是目标。有了目标，就有努力的

方向。双八镇用好统战力量，联合工商联

人士，打造一企一村、一村一品工程。每

一个村庄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品质，有自

己特有的“吸睛”景色。

森景庄园让路楼村具有了田园美，充

满了诗情画意；殷庄村被山水华府妆饰成

了山水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

不同”；王店村被鳞次栉比的草莓大棚所

包裹，草莓香氤氲村庄四周，让人流连忘

返。（乔文革）

商丘市梁园区双八镇

念好“四字经”绘就农村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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