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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温的节节攀升，夏季用电高

峰即将到来，为确保度夏期间广大企业

客户用上满意电、放心电。国网正阳县

供电公司以服务客户为中心，从增强客

户安全、节约、绿色用电入手，通过开展

进企业“义诊”活动，详细了解企业当前

生产经营状况、用电情况及潜在的电力

和节能需求。结合企业客户用电性质

和特点，对各企业客户的生产用电设备

进行了检查，重点排查客户设备接线方

式、线路运行、供电电源配置、漏电保护

器投切、安全工器具使用等情况，对发

现的隐患和带病运行设备，提供技术指

导，能够及时处理的及时处理，不能及

时处理的，发放《整改通知书》督促其限

期整改。同时，向客户发放安全、节约

用电及能源互联宣传资料，介绍当前供

用电形势、保电措施及电网建设改造情

况、电费电价政策信息等。并就客户提

出的用电疑难问题，现场为客户答疑解

惑，为其量身定制差异化用电方案，开

具个性化“节能锦囊”，指导客户节约用

电，错峰、避峰用电，受到广大企业客户

的一致好评。此外，该公司还扎实做好

跟踪问效工作，通过客户座谈、电话随

访、实地走访等，主动听取梳理客户的

意见、建议，结合客户实际需求，完善管

理、改进方法，不断提高精准化服务水

平，有效确保了广大企业客户迎峰度夏

期间的安全稳定用电。（李宏宇陈建政）

麦收临近，一些群众纷纷“摩拳擦

掌”，开始为“三夏”大忙做准备。然而，

在太康县逊母口镇却有一部分群众优哉

游哉格外清闲。原来，这些群众在种地

上打了“时间差”，小麦收获前就把整年

的钱赚兜里了。

换思路，蔬菜助增收

“种子20块、化肥240块、浇水2次

60块，头茬红叶香笋平均亩产7000斤，

每斤4毛，除去人工和其他杂项开支80

块，一亩净赚2700块……”5月22日，太

康县逊母口镇三里口村村民吴小宝计算

机按得嗒嗒响，嘴角频频上扬。

吴小宝告诉记者：“这红叶香笋11月

底种，4月初收，也不用搭大棚，全部订单

销售，一茬就能抵上‘麦茬豆’一年的收

入，现在别人还没开始收麦，我就准备种

早玉米，又快一步，撵着好行情，又能赚大

钱。”他这种“不随大溜儿”的思路，仅4个

多月就为其亲戚、朋友、邻居等26户100

亩地增收近24万元。

转方式，瓜果甜人心

“8424”西瓜皮薄汁美、口感香甜，本

地成熟时间在7月份以后。但是从5月

10日开始，逊母口镇叶南村弘源家庭农

场里就开园销售“8424”。

“一个棚、一亩地，仨月能挣一万一。”

村里群众编的顺口溜还真是不假。

“从挂果开始，每个西瓜都被贴上标

签，标签上详细记录着管理人员、成熟时

间等内容，一看标签就知道啥时候能开园

销售。”基地负责人夏振飞介绍，“现在每

斤3元，每个棚能产5000斤左右。”

“咱自己地里结的西瓜甜到心里呀！

老板，再来6件！”这几天，周边的群众蜂

拥而至抢购西瓜。

“老少爷们，咱们不止有西瓜，下个月

‘羊角蜜’甜瓜就能采摘了。一年四季都

有红花绿叶、一年四季都有新鲜水果，欢

迎大家前来观光和品尝。”夏振飞边摘西

瓜边推销农场，灿烂的笑容挂在脸上。

夏振飞是该镇返乡创业的典型代表，

目前，他的农场已投资400余万元，流转

土地500亩，建优质西瓜、甜瓜等大棚10

个，均比一般西瓜早45天左右上市；种植

草莓、苹果、冬桃等水果200亩，绿化苗木

150余亩，吸纳90余名群众就业，其中32

名贫困户。

换方法，果蔬大棚变“香饽饽”

逊母口镇程楼村原是贫困村，依托西

瓜、辣椒套种实现了整村脱贫。如何让农

民挣的更多、如何让村集体经济发展得更

快？成为该村支部书记程战胜面临的两

大课题。

随着高效果蔬大棚基地项目落户该

村，问题迎刃而解。“这个基地政府投资

255万元，占地105亩，整个基地与郑州

自然鲜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合作，统一

技术指导、统一管理模式、统一订单回

收，一年三茬种植优质果蔬，确保每个大

棚年收入在2万元以上。”程战胜得意地

说。

程战胜介绍，村委会以每亩1200元的

价格租赁村民土地，建好大棚后，再以每个

大棚每年3000元的价格出租给农户，不投

入、见效快，大棚成了“香饽饽”，70个大棚

还没全部建成，就已被“抢购一空”，村集体

经济每年也能进账7万元左右。

目前，该镇引导乡贤、精英人士等返

乡创办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12家，流

转土地1.2万亩，打造绿化苗木、中药材

等种植基地8家，发展山药、芹菜、卷心

菜、香笋、水果玉米等多茬种植品种，种

植面积达到5000亩以上，受益群众达

2.5万人。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马双喜
董伟铭）滑县水利部门不断加大引黄补源

调蓄力度，截至5月22日，引黄河水9356

万立方米，不但对全县地下水进行了有效

的补充，还增大了农田灌溉面积，提高了

粮食产量，增加了农民收入。

人民胜利渠引黄补源灌区位于该县西

南部，涵盖牛屯镇、半坡店镇、老店镇、王庄镇、

小铺乡5个乡镇，耕地面积27万亩，其中牛屯

和半坡店两个镇的20个行政村的83873亩耕

地为苦水区。由于地碱水苦,上个世纪70年

代以前这两个镇粮食亩产不到200斤，是个吃

粮靠国家,花钱靠贷款的穷地方。

近年来，滑县水利部门投资350万

元，对苦水区的两个镇大小沟渠进行清淤

疏浚、加深拓宽，增加蓄水能力。同时，精

心组织，科学安排，避开上游用水高峰期，

错峰引水，把老百姓急需的黄河水送到田

间地头。目前，两个镇田间地头，四通八

达、纵横交错的沟渠又深又宽、蓄水充足，

已经实现了河水灌溉全覆盖，为当地农民

浇地提供了很大便利。

牛屯镇程坡寨村村民毛同泉说：“井

水浇地慢，水质也不好，河水浇地快，水质

又好，粮食产量也高，用黄河水浇地一亩

地能增产二三百斤。”他今年种了12亩小

麦，以前用井水浇一遍地需要三天时间，

费时费力，成本也不低，用河水浇地，一天

都浇完了，方便不说，河水对小麦生长非

常有好处。

“原来，抽机井水浇一亩地一次电费得

5块钱左右；现在抽黄河水浇地，一亩地一

次3.5元左右，每年夏秋两季庄稼，按浇7遍

水计算，光这一项每亩为村民节约资金88

元。用黄河水浇地，俺村村民收益不小。”

牛屯镇程坡寨村党支部书记毛同红说。

滑县水利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通过

引黄河水，解决了牛屯、半坡店两个乡镇

83873亩的苦水区灌溉问题，每年夏秋两

季可增产粮食5000余万斤，使苦水区农

民年每亩地增收600多元，两个苦水区乡

镇农民年增收5130万元。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 通讯员尚豪
强）5月23日，在汝州市庙下镇小寨工

业区，汝州市最大的面粉加工企业——

河南康隆食业有限公司，工人们在整理

仓容，为收购小麦做准备。

该公司是一家集种植、加工和新产品

开发于一体的综合性粮食加工企业，是国

家食品安全认证企业，河南省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年加工小麦18万吨，小麦

仓储能力达2万吨。主要生产蒸类、煮类、

炸类和烘焙类四大类、16个品种专用面

粉，生产流程已实现全自动化。

近年来，该公司积极参与脱贫攻

坚，每年给20个贫困户每户捐赠2400

元；安排贫困户进公司工作，在全公司

36名生产工人中，就有15人是贫困户。

与此同时，每逢麦收季节，该公司

都敞开大门收购农民的小麦；公司还将

农民吃不完的小麦代为储存，每储存

1000斤小麦，不仅可以凭储粮本领取

800斤面粉，小麦存放一年，公司还补助

100元。这些举措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当

地农民卖粮难、储粮难问题，还大大方

便了群众卖粮，也让农民的小麦卖出了

好价钱。

该公司董事长魏占强告诉记者：

“农民直接来公司卖粮不仅减少了中间

环节，每公斤收购价格还比卖给粮食贩

子多0.2元。‘三夏’期间，公司计划收购

小麦3万吨，代农民储存小麦3000吨，

我们要为国家的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

做出新贡献！”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为
峰）“多亏了党的好政策，让俺脱了贫。

在俺遇到困难的时候，镇上干部又给俺

捐钱，俺心里真是感激不尽。”5月22

日，台前县吴坝镇十里井村村民刘万停

激动地说。

几天前，刘万停意外烫伤，住进了

医院，需要临时救助。5月20日，让小

爱变大爱，吴坝镇机关干部职工自发掀

起爱心“一日捐”活动，50多名镇机关干

部职工纷纷捐出自己的一日工资，救急

救困助力脱贫攻坚，共捐款 7000 余

元。当天，镇干部把5000元捐款送到

刘万停家中，剩余部分也将全部用于面

临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生活困难的

困难群众。

滴水成河、积沙成塔。各村驻村工

作队、帮扶责任人也积极向特困群众表

示爱心，主动为鳏寡孤独等困难群众提

升户容户貌、谈心交流、捐赠钱物等，不

仅传递了爱心，也为困难群众摆脱困境

提高了信心、增强了动力。

“我们举办爱心‘一日捐’活动，

让小爱变成大爱，就是为了更好地推

动全镇党员干部深入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走群众路线，

扛稳扛牢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政治责任。”台前县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吴坝镇党委书记张保省

如是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刚
鑫雨 焦玉昌)“俺是郏县崆山洞的，

今天专门来魏沟买豆腐。这里的豆

腐好吃是大家公认的。”5月21日上

午，在汝州市焦村镇魏沟村孙德夫的

豆腐加工点，一个来自郏县的丁姓顾

客说。

七十出头的孙德夫说，魏沟村村

民自清末民国时期就有做豆腐的传

统，因为做的豆腐口感好，味道鲜美，

禹县、郏县、登封等周边县市的群众慕

名而来买豆腐的络绎不绝。

2016年，汝州市物价局扶贫工作

队进驻魏沟村后，发现这里的豆腐市

场潜力大，前景广阔，便通过多种渠

道向外推介，尤其是在今年1月份焦

村镇举办的年货大集上，魏沟村孙德

夫、李银行两家上市的500斤豆腐在

不到一个小时内就被抢购一空，这更

增强了驻村干部办好豆腐加工业的

信心。

今年4月，经驻村工作队和村“两

委”多次考察论证，决定在魏沟村建一

个豆腐加工厂，带动群众脱贫致富，壮

大村集体经济实力。村“两委”筹资

28.5万元，建起了豆腐加工厂厂房，主

要设备也已购回，正在由技术人员进

行安装调试。

“豆腐加工厂建成后，我们计划让

有技术、会经营的村民承包，按每年总

收入的8%向村里缴纳提成款。预计

村集体每年也有数万元的收入。”魏沟

村党支部书记孙松振说。

本报讯 5月19日，西峡县林业局对

该县阳城镇一处恐龙蛋保护基地进行了

维护，设置了“恐龙蛋化石自然保护区”

标志，并加派了一名专人进行看管。

今年 5月初，西峡县检察院在履

行公益诉讼监督职责中发现，西峡县

恐龙蛋化石群被非法盗挖现象时有

发生。作为自然保护部门的西峡县

林业局，对恐龙蛋保护区存在管理漏

洞，未能有效履行保护区管理职责。

据悉，西峡县恐龙蛋化石群是 2003

年被国务院批准建立的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5月12日，针对发现的问题，西峡

县检察院向西峡县林业局发出了检察建

议，督促其履行对恐龙蛋化石的监管职

责，依法采取相关措施保护古生物遗迹，

做到“亡羊补牢”。

西峡县林业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积

极采纳检察建议，在全县范围开展恐龙

蛋化石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宣传。同

时，西峡县林业局会同公安机关开展了

打击盗挖、买卖恐龙蛋化石专项整治活

动，加大了盗挖、买卖恐龙蛋化石案件的

查处。

据悉，活动开展以来，西峡县林业局

共开展宣传活动8场次，受益群众5400

余人；回填和封闭被盗洞穴10处，设置标

志24个，抓获盗挖嫌疑人7人。（马志全
王霞）

本报讯今年以来，固始县徐集乡结

合贫困群众生产生活实际，用好扶贫公

益性岗位，助力脱贫攻坚。

按需申报，公开选拔。该乡严格按

照上级文件要求，根据实际需求申报了

保洁员、护路员、协管员等公益性岗

位。经过个人申请，村委会评议，公开

选拔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意愿的贫困

户，为其安排最适合的岗位，真正实现

人员与岗位的精准匹配。

加强管理，动态调整。对各村公益

性岗位人员实行网格化日常管理与重

点时段集中行动相结合的灵活管理方

法，不定时抽查是否在岗，履行职责是

否到位等。对不服从管理、不符合条件

的人员实行动态调整。

增收有效，作用凸显。把公益性岗

位与脱贫攻坚、人居环境整治相结合，

因地制宜、因户制宜，以扶贫岗位带动

贫困群众增收，实现在家门口就业脱贫

的愿望，使得公益性岗位既解决了群众

的就业问题，又改善了乡村人居环境，

助力了脱贫攻坚。

（丁昌铭）

5月22日，沈丘县付井镇一家扶贫车间的工人在忙着赶制加工订单。为助推脱贫攻坚，提升脱贫质量、攻固脱贫成效，有效落实“六

稳六保政策”，近来，该县纪委监委组织各乡镇(办事处)纪检监察人员深入辖区种养殖合作社、“巧媳妇工程”基地、扶贫车间及所属企业，

开展走访调查，实施精准监督、精细监督，确保困难群众持续工薪收入不返贫。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谢辛凌刘润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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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县 苦水区庄稼“喝”上了黄河水

太康县逊母口镇

打好种植“时间差”撵着行情赚大钱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郜敏王可

汝州市
豆腐香飘脱贫路

固始县徐集乡

扶贫公益岗助贫困户增收

台前县吴坝镇

爱心“一日捐”帮困难群众脱困

河南康隆食业有限公司腾仓收粮

西峡县

检察建议让恐龙蛋化石有了“保护伞”

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
“义诊”进企业 平稳迎夏峰

本报讯（记者李海旭）“咱中牟现

在可中啦！”“这里过去还只是一片沙

岗，现在不仅两岸绿树成荫，贾鲁河的

水也是越来越清了……”5月20日上

午，中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33名

退休党员开展“我爱我家·新中牟”主

题党日活动，进一步丰富活跃退休党

员组织生活。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参观体验，让

退休党员切身感受到中牟县近年来日

新月异的变化，激发退休党员更加支

持发展、奉献余热的热情，引导退休党

员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积极为市

场监管工作建言献策，为中牟都市田

园新城建设添砖加瓦。

党员同志们先后来到牟山湿地公

园、贾鲁河沿岸实地参观，感受中牟新

貌。在牟山湿地公园中，不少老党员

一边认真聆听工作人员的讲解，一边

感叹着中牟的变化发展。在随后的座

谈会上，该局党组书记、局长马爱国通

报了过去一年以及疫情防控期间全局

工作开展情况，并就退休党员所关心

的问题一一答复或说明。

据了解，中牟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党组高度重视离退休干部党员管

理服务工作，成立之初就根据离退

休干部党员身体状况、居住分布等

实际情况，及时将他们编入相应的

支部，组织他们定期参加党的组织

生活。通过形式多样的主题实践活

动，使离退休干部党员不断加强党

性锻炼，牢记党的宗旨，永葆共产党

员本色。

中牟县市场监管局
党员退休不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