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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县公安局以下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

据不慎遗失，票据代码：豫财410103，票据批

次：RA[2017]，票号：0626407；票据代码：豫

财 410103，票据批次：RA[2017]，票号：

0626408；票据代码：豫财410103，票据批

次：RA[2017]，票号：0626409，声明作废。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李
晓光 朱琳）“太感谢你们了，解决了

我家的大难题。”4月13日，平顶山市

卫东区东环路街道吴寨村村民张清

真对上门为她母亲鉴定慢性病的工

作人员说。

一周前，张清真还为母亲任翠的

门诊慢性病鉴定犯愁。

任翠今年80岁，因脑出血无法行

走。“区里通知我妈去做慢性病鉴定，可

我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带她去现场。”

张清真向卫东区医疗保障局工

作人员反映了这一情况，工作人员的

一番话，让她吃了颗定心丸。“他们告

诉我，可以带着专家上门为我妈体

检，如果符合条件的话，会确保我妈

享受待遇。”

4月13日，卫东区医疗保障局联

合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九医

院专家体检小组，到任翠家进行了慢

性病鉴定。

据了解，卫东区2021年度门诊

重症慢性病鉴定工作开展以来，该区

医疗保障局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对

辖区200余名糖尿病、脑血管病后遗

症、慢性心力衰竭等11个病种的重

症慢性病申报者进行了集中鉴定，对

年龄较大、行动不便的患者，组织专

家组上门服务。

“我们把这项工作作为党史学习

教育中为群众办实事的一项重要内

容，工作人员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

把国家的惠民政策办实、办好。”卫东

区医疗保障局局长彭艳辉说。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宋超
喜）连日来，新蔡县以党史学习教育

为契机，积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新蔡县蕴藏着深厚的红色基因。

我们积极利用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全县

党员干部传承弘扬红色基因，鼓起迈进

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精气神，为新蔡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新蔡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霞说。

为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

工作实际成效，新蔡县结合“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组织党员干部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面对面倾听群

众诉求，征求群众意见建议，以深学

促实干，积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为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工业强县、开

放活县、文化兴县、生态立县，4月2

日，县委书记邵奉公、县长申保卫带领

新蔡县党政考察团，赴平舆、汝南、驻

马店驿城区、确山等兄弟县区，学习、

借鉴兄弟县区的典型经验、特色做法，

进一步引导全县党员干部开阔视野、

转变观念，加压奋进、真抓实干，切实

把学习考察成果转化为工作实践。

新蔡县农商银行发挥支农主力

军作用，积极筹措支农资金，把信贷支

农助力春耕生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确保春耕资金及时投放、不误农时。

新蔡县农业农村局把党史学习

教育转化为为民服务的务实举措，组

织100多名农业专家、技术人员把麦

田管理技术培训班办到田间地头，面

对面指导农户开展春季麦田管理。

新蔡县委书记邵奉公表示：“我

们将持续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

抓在经常，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从

党史中汲取的智慧和力量转化成推

动新蔡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郑卫
光）“30元办一张年票，不限次数畅玩40

多家景区，这好事咱可不能错过。”4月14

日，中原银行济源分行营业网点内热闹非

凡，前来办理旅游年票的群众络绎不绝。

此次活动是由济源示范区总工会

和中原银行济源分行联合推出的一项

惠民活动，双方共拿出18万元专项补贴

资金。凡持中原银行工会会员卡的职

工，购买市场售价60元的旅游年票，即

可享受30元的价格补贴。

据悉，此次济源旅游年票补贴活动

从4月13日持续到5月31日，预计发放

6000张旅游年票。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4月15日，大别山（商城）花朝节·
金刚台第二届油桐花节开幕式在金刚

台镇卢店村红军祠广场举办。

金刚台镇地处大别山北麓，距县城

10公里，总面积91.8平方公里，辖12个

行政村2.8万人，是国家级生态乡镇。

卢店村桐花谷是一个原生态山谷，生长

着万亩油桐树。

近年来，金刚台镇牢牢把握“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提出

“旅游兴镇”的发展定位，持续推动全域

旅游创建。

“下一步，金刚台镇将继续以花

朝节系列活动推进全域旅游创建，不

断提高金刚台的知名度、美誉度，推

动老区振兴。”金刚台镇党委书记彭

辉说。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李维常巍）“老师，快来看我种的小辣

椒。”“老师，我种的茄子能长得像画上一样大吗？”4月12日，在修武县

五里源乡河湾村特色篱笆菜园内，一场户外实践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

在老师的指导下挖坑、培土、浇水，享受着农耕的乐趣。

这个菜园由废弃宅基地改造而成，断壁残垣经过美学设计，变身为

布满绿西瓜、紫茄子、黄辣椒、红番茄等画作的彩绘墙，古色古香的竹篱

笆围起一方方小菜地，可种植多种作物，是一处游教合一的研学实践基

地，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农耕、亲近自然。

今年以来，五里源乡大力开展“一宅变四园”建设行动，构建生产、

生活、生态和美丽、美好、美学的“三生三美”新乡村。

该乡根据宅基地空置时间采取4种改造模式：空置1~2年的打扫

清理，保持干净整洁；空置3~5年的改造成菜园、果园；空置6~8年的改

造成花园、游园；空置8年以上的改造成幸福院。各村按照“摒弃大拆

大建，下足‘绣花’功夫”的要求进行闲置宅基地改造，逐步形成了村村

有特色、一村一亮点的格局。

小泊村以廉政清风为主题，将两处空闲宅基地合并打造成为党建

清风小游园，通过墙体展示党建文化，实现了党建教育阵地由室内向室

外延伸、教育模式由相对封闭向对外开放转变、教育对象由党员向群众

扩展，凸显了党建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

西板桥村党员集思广益，将废弃已久的大队部改造成农村幸福院，

设有日间休息室、休闲娱乐室、餐厅、菜园、果园、室外活动场所等，满足

了老人们休息、就餐的需要，配备的图书、报刊、棋牌、健身器材也让老

人们老有所乐。

“开展‘一宅变四园’建设行动，传承了农耕文化，留住了乡愁记忆，

群众在享受宜居宜业乡村生活的同时，也较好地实现了土地资源变现。”

五里源乡乡长姬平平说，“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利用农村闲

置宅基地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模式，推动‘一宅变四园’逐渐向‘一

宅变多园’转化，让空置宅基地‘活’起来，变废为宝，为乡村治理提供可复

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声明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军辉振宇谢雯）4月12日，在郏县冢

头镇圪塔王村田间地头，村民们正在整地、施肥，播种生姜。“去年，我村

村干部带头流转了67亩地尝试种植生姜，效果不错，平均每亩地产姜

5000公斤，亩均收益2万元。今年，我村成立了合作社，村民纷纷以土

地或者劳务入社，全村种姜面积扩大到180亩，预计可为村集体带来收

益10万元。”圪塔王村党支部委员王自现介绍道。

圪塔王村党员干部带头发展特色产业，利用“走出去，请进来”等方

式，邀请农科院专家手把手教学，给群众提供种植技术指导，试种生姜

取得了大丰收，打消了群众的顾虑，群众从不敢干变成了我要干。为进

一步巩固脱贫成果，向乡村振兴进发，村“两委”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路

径，调整产业结构，采用“合作社+农户+基地”模式种植生姜，不仅增加

了村民收入，村集体经济也得到壮大。据了解，圪塔王村2021年种植

的180亩生姜覆盖群众30户97人，解决了60人次劳务就业问题。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冢头镇紧紧围绕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

“做文章”，先后出台“以奖代补”“免费技能培训”“先干后补”等特色产

业扶持政策，通过完善农田水利设施、修建农耕道路、组织技能培训、发

展订单农业等，调动了各村发展特色高效农业的积极性。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新强杨鸣慧）“你们说，这像不

像以前有钱人家用的白玉簪？”4月13日一大早，在鲁山县磙子营乡

刘八庄村的一处白芦笋种植基地里，村民王红看着刚挖出的一棵白

白嫩嫩、10多厘米长、拇指般粗的圆柱形白芦笋，惊喜地对一同干活

的姐妹们大声说道。

“这是我村的头茬白芦笋，大家以前都没见过，所以觉得十分稀

罕。”刘八庄村党支部书记王福成说，大伙都经过了技术培训，能根

据土垄表面上的裂纹判断出芦笋的位置，用专门的采笋工具挖出芦

笋，然后把土坑填平，让里面的小芦笋继续生长。白芦笋一露出地

面，笋头就会变红，就属于不合格产品了。

刘八庄村地处白龟湖畔。2018年年底，平顶山市春涵现代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村里种植白芦笋400余亩、绿芦笋100余亩，目

前第一茬白芦笋开始采收。

“我公司生产的白芦笋除了外销一部分，其余都加工成罐头、挂

面、芦笋茶等产品，提高了产品附加值，也实现了让群众在家门口就

业和增收的目标。”芦笋种植基地负责人闫玉彬介绍道。

“近年来，我乡积极引导各村调整产业种植结构，促进农业转型

升级。下一步，我们将以环白龟湖乡村振兴示范带为主线，持续做

好农业田园综合体建设，积极推进观光、采摘、旅游等农旅融合发

展，实现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目标，促进乡村振兴。”磙子营乡乡长

王文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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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付忠于）“无人机防治小麦病虫害真

好，省力省钱还不毁粮食，共产党真是把好事办在了老百姓心坎

上！”4月15日，汝南县三桥镇野猪岗村79岁村民李迎喜看着自家

麦田上空飞行的无人机，激动地说。

当天，在汝南县18个乡镇（街道），有500多架无人机正同步进

行统防统治作业。自2019年以来，汝南县已连续3年对全域小麦进

行统防统治。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汝南县粮食种植面积长年稳定在175

万亩以上、产量稳定在18亿斤以上。汝南县始终坚持把维护粮食安

全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把小麦全域病虫害防治作为切实履行粮食安

全主体责任的重要抓手，自2019年以来，累计投入4800多万元，连续

实施小麦重大病虫害全域统防统治，夏粮实现“十六连丰”。

“2019年，我们对全县122万亩小麦第一次进行统防统治，当年

小麦单产1150.6斤、总产14.06亿斤，均创历史最高。”汝南县委副书

记、县长刘军民说，从那年起，县里下定决心，把这件惠及民生的实事

好事持续做下去，政府为群众买单，切实扛稳粮食安全生产的重任。

“实行统防统治，可以切断病菌传播途径，使全县织成一张网，

从而有效杜绝了分散防控造成的互相浸染。”汝南县农业农村局高

级农艺师赵静说，统防统治实行专业机手操作作业，既减少了用药

量、实现了绿色防控，又提高了防治效果和小麦的品质、产量。

目前，汝南县按照片区统筹、就近实施、连片作业的原则，科

学合理地将全县划分为16个统防统治区域，组织50余名农业科

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采取蹲点包片、进村入户等办法开展病虫

害防控技术指导服务。截至4月14日，已完成防治面积32万亩，

占统防统治任务的26%，预计4月20日前可完成全部防治任务。

4月15日，宝丰县周庄镇马川新村珍稀菌产业园女工在分拣刚采摘的赤松茸。马川新村是淅川县移民村，于2020年建了珍稀菌产业园，种植赤松茸、羊肚菌等十几个品种的高

端食用菌，亩均纯收入达1.2万余元。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激发乡村振兴澎湃动能激发乡村振兴澎湃动能

新蔡县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学习教育融入日常

商城金刚台油桐花节开幕

济源推出五折旅游年票

平顶山市卫东区

上门鉴定慢性病
服务温暖病人心

周口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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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县冢头镇

（上接第一版）
省农业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

研究所副研究员、省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

岗位专家孔维丽表示，科研人员不仅要考

虑把蘑菇种成，还要琢磨让技术更简化，

收益更高、更稳定。

“品种+技术”
彻底攻克产业痛点

目前，我省食用菌两大栽培品种是香

菇和平菇。作为我省第二大栽培品种的

平菇，因种植成本低廉、收益高，菇农关注

度也高。“在河南，有39个县把食用菌作为

优先发展产业，食用菌产业直接和间接带

动产生的经济效益超83亿元，带动脱贫

户数约7.5万户。”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表

示，食用菌产业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全国55.6%的贫困县将食用菌产业

作为抓手。

省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张玉

亭说，我省食用菌产业连续17年稳坐全国

头把交椅，产值和出口额均居第一位。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科技支撑。

最难的是菌种，用了五年多时间，按照现

有的品种不停地进行配对，几千个最终出

来一个。目前，自主选育出两个适合发酵

料栽培的品种。

另一方面，目前国际通用的还是熟料

技术，孔维丽的“新成果”采用微生物发酵方

法制备平菇培养料，实现开放环境接种平菇

菌种，替代“高温灭菌制备培养料、无菌环境

接种”的传统模式，减少高温灭菌锅炉燃煤

消耗带来的空气污染。孔维丽表示，现在

的“发酵料”技术，可以实现无须燃煤或电，

“发酵料+开放点种”，“对于业内来说，通过

‘品种+技术’，从根本上把产业自信给提上

来了！对于老百姓而言，这项技术直接应

用，简化了生产流程，提高了收入，科研人员

实现了社会责任感，很自豪。”

科技“出手”
环保与产业实现协同推进

近年来，温室效应、雾霾天气、空气污

染等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农业

生产领域，传统的增温方式（燃煤、燃油

等）存在能耗高、安全性低、空气污染等问

题。平菇栽培也不例外。一直以来，采用

熟料栽培模式，主要是靠燃煤，因此产业

耗能和环保方面对产业后续发展压力一

直存在。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评价，现在的新

种植技术是一种环保、节能的绿色生产方

式，较以前节能33.3%-38.5%。

“如果产业技术转型升级跟不上，环

保整治势必会影响和制约食用菌产业的

健康发展，进而造成食用菌产业大幅度萎

缩。”张玉亭表示。

就在此前，省生态环境厅几次协同省

农业农村厅、省农科院等，就产业环保问题

进行座谈，“煤改电”后面临的是成本增加、

效益降低，随之影响的是种植户的热情。

“发酵料技术可以实现环保节能、设施

简单、技术简化、优质高效的栽培，既满足

环保要求，也实现了富民增收。”张玉亭说。

鲁山县磙子营乡

汝南县

本报讯（记者韩新愚 通讯员刘
吉杰）近日，周口师范学院音乐舞蹈

学院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

教育，利用学院专业特色开展“用音

乐讲党史”活动。

“一曲曲经典旋律唤起了大家的

红色记忆，激励党员们探寻初心。今

后，学校会以‘音乐聆听·美术感悟’

这个特色栏目为载体，组织更多学院

参与进来，用音乐唱党史、用图片讲

党史，进一步增进师生对党史的认

知，以更饱满的激情在新时代新征程

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周口师范学院

党委宣传部部长周效章表示。

百年路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产业升级提速看“豫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