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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曹怡然通讯员杜福建杨玉红杨振勇

“我之所以把这么大的项目建在桐柏，正是看中了家乡良好的

营商环境。从项目论证、备案许可、选址施工到现在通水通电，政府

的服务真是用心贴心，高质高效。”6月7日，在施工正酣的河南蓝奥

智能家居产业园二期建设工地现场，该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敬羊说。

近年来，桐柏县牢固树立“优化营商环境就是提高生产力”的

理念，出台一批惠企利民的创新举措，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奏响

了“资智回乡、反哺桑梓”的乐章，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

力。2020年，桐柏县新发展市场主体4572家，其中新发展企业

842户。

走进桐柏县产业集聚区内的河南双鑫消防环保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张贴在办公楼外的“首席服务官服务牌”格外醒目，公示牌上，

服务官姓名、职务、电话一目了然。

“付主席待我们如亲人，每当企业遇到困难时，他总是第一时

间想办法解决。”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付主席”是桐柏县政协副

主席付兴伟，他是该企业“首席服务官”。

如今，像付兴伟一样，桐柏县40名县处级领导干部、40家县直

单位主要负责人分别担任“首席服务官”，把80多家具有一定规

模、高成长性、吸纳就业较多的重点企业作为联系服务对象，以“领

导干部领衔+工作专班支撑+责任单位负责+首席服务官随时到

达”的形式，对重点项目实施“一对一”精准服务，让企业家少跑路，

把主要精力用在发展上。

不仅如此，桐柏县还频频推出便民举措，让“最多跑一次”成为

现实。梳理并公布111个高频事项清单，精简300多份申请材料，

让群众办事更加便利；梳理发布的1814项“颗粒化”政务服务事项

全部实现网上办；490余项承诺件实现了一窗综合受理，1322项政

务服务实现了“马上办”，800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省通办，公安、

社保、教育、医疗等领域369项民生事项实现一张身份证办理。

2020 年，桐柏县生产总值增长 2.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1.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06元，增长6.2%，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30774元，增长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连年保持在

10亿元以上。

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桐柏县委书记莫中厚表示：“优化

营商环境就是提升核心竞争力，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打造一流的营商

环境，瞄准重点发力方向，拿出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决心和勇气，

强改革、抓整顿、促提升，以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为桐柏高质量发展

增动力、强保障！”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罗孝
民 王博）6月10日，“感恩河大帮扶·畅
游5A嵩县”河南大学师生免门票游嵩县

A级景区座谈会在河南大学举行。

嵩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宗玉红在座

谈会上宣布：为答谢河南大学多年来的

无私帮助，嵩县决定从2021年6月10

日开始1年内，河南大学师生可以免门

票游览嵩县各个景区。

1939 年 5月，河南大学办学至嵩

县。1944年5月，日寇侵占嵩县县城，

乡亲们不顾危险掩护师生撤离。河南大

学在嵩县5年时间里，通过发挥教育资源

优势，在传播思想、教育培训、传承文化等

方面给嵩县人民留下了深远影响。时隔

70年的脱贫攻坚战场上，河南大学助力

嵩县脱贫攻坚，在河南大学的支持下，

2020年2月28日，嵩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2.41万户8.52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座谈会上，为祝贺河南大学成立

110周年，嵩县还向河南大学捐赠了百

年银杏树，双方签署了《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合作协议》

《嵩县特色农产品销售合作协议》。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武月吕
美玉）“快来参加，县总工会又举办线上

有奖答题活动了，还有粽子可以免费

拿！”6月10日，柘城县卫健委工会主席

张晶晶在职工微信群里发出通知。

“我们通过有奖答题引导职工回顾

党的光辉历程，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柘

城县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孟凡

文介绍说。

据了解，此次柘城县总工会“心向祖

国感党恩，端午佳节‘粽’是情”党史知识

竞答活动参与范围为关注“柘城县总工

会”微信公众号的柘城县域内的所有用

户。获奖者可领取相应的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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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帮扶 河大师生游嵩县景区免票

柘城县 趣味学党史 快乐迎端午

本报讯（记者张莹）记者6月10日

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该厅确定了“建党百

年红色旅游十条精品线路”。

此次确定的“建党百年红色旅游十条

精品线路”是：砥砺初心——焦裕禄精神

游，峥嵘岁月——红旗渠精神游，红色信

仰——大别山精神游，血脉永续——黄河

红色传承游，大河安澜——黄河治理成就

游，饮水思源——南水北调水利工程游，

伟大征程——红二十五军长征游，热血忠

魂——抗日战地游，英雄壮歌——中原解

放战争游，多彩田园——乡村振兴游。其

中的多彩田园——乡村振兴游的线路是

洛阳市嵩县天桥沟村——栾川县重渡村

——栾川县抱犊寨——新乡市新乡县刘

庄村——新乡县京华村——卫辉市唐庄

——辉县市裴寨村——辉县市回龙村

——辉县市郭亮洞——信阳市新县田铺

大塆村——司马光油茶园和东岳村。

我省确定十大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6月10日，在河南推拿职业学院毕业生就业双选会上，求职者在与用人单位洽谈。当天，该学院举办就业双选会，来自

全国的130多家用人单位携4000余个岗位，争抢1900多名毕业生，可谓“一生难求”。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燕鑫摄

本报讯（通讯员尚明达 梁瑞芳 记者

秦名芳）6月8日，滑县第二届小麦丰收节

在白道口镇白马坡高标准农田示范区举

行，为“三夏”麦收再添喜庆。

今年，滑县夏粮种植面积181.1万亩，

经过农技人员对全县小麦田间测产调查，

小麦亩穗数38.5万头，穗粒数36.5粒，平均

亩产559公斤，比去年有所增长。

开幕式上，来自县乡两级的艺术家、文

艺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喜气洋

洋庆丰收》烘托出喜获丰收的浓厚氛围，《东

方旗袍》走秀展现了滑县人民的美好生活，

此次丰收节的举办也让广大群众在欣赏娱

乐节目、喜庆丰收的同时感受到乡村振兴的

新成效，烘托出喜获丰收的浓厚氛围。

滑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许业说：

“活动的举办，有助于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

用，扛稳粮食生产重任，把握粮食安全主动

权，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丁需学王冰珂
通讯员王毛生

一位是种地“老把头”王建国，一位

是新型农民王伟伟，父子二人比试种

地，谁会更胜一筹？6月9日，说起父子

二人比试种地的事，平顶山市湛河区曹

镇乡秦庄村的王建国说，看来科学种地

不能只落在口头上，要落在实际上。

王建国今年59岁，高中毕业后一直

种地，是周边有名的种粮老手，后来还

开了一家农资商店，并流转了300亩土

地种庄稼。

王伟伟今年30岁，于河南农业大学

植保专业毕业后，帮父亲打理农资店，

用四五年时间将其发展成大型农资批

发超市，业务覆盖周边县（市、区）。虽

然农资店经营有功，但在种庄稼上，王

建国从不让王伟伟插手。王伟伟偶尔

建议父亲科学种田，王建国都是满脸的

不服气。

说的次数多了，王建国便提出了父

子二人比试比试：“咱家的地一分为二，

咱俩各种一半，来年比比谁的产量高！”

6月2日，在秦庄村地头，一向爱说爱笑

的王建国郁闷不已，因为比赛输了。

150亩耕地，同样的麦种，天天都去

地里侍弄庄稼，每亩地还比儿子多施15

斤化肥，但总产量比儿子少打了30000

多斤小麦。

“伟伟，咱的地一样，种子也一样，

俺施的化肥比你多，投入的精力也比你

多，为啥产量没你的高呢？”王建国思前

想后不得其解，向王伟伟要秘诀。

“爸呀，靠老套路不行了，要科学种

田，让庄稼健康成长。”王伟伟笑着说。

“优质种子、一喷三防，俺咋没有科

学种田了？”王建国追问。

“种地就像养孩子，要营养均衡。

吃少了营养不良，吃多了不消化。测土

配方施肥，缺啥补啥效果才好。”王伟伟

说，“你的地施肥过多，小麦前期旺长，

所以倒伏的多，产量肯定要降低。”

看着父亲若有所悟，王伟伟继续说

道：“另外，我种麦前，深耕了土地，不但

能提高土壤的保水性、保肥性，还有利

于小麦根系延伸扩展，吸收充足的营

养，促进小麦生长，提高产量。”

“虽说经验大似学问，但是科学的

力量还是大呀。忙一辈子，不如学一阵

子，看来以后还是得多学习，科学种庄

稼。”王建国眉开眼笑地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国栋
聂锋）6月9日，在宝丰县周庄镇粮所粮食

收购点，等候过秤的运粮车辆排起了长队，

售粮群众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工作人

员正忙着称重和抽样检测。这也标志着宝

丰县夏粮收购工作已全面展开。

今年，宝丰县麦播面积41万亩，目前已

收获40万亩。“为做好夏粮收购工作，保障

粮食能源安全，我们精心部署，抢抓时机，科

学布点，全力推进夏粮收购工作顺利展开。”

宝丰县发改委粮储中心主任李相军说，目

前，该县2座县级储备粮库开仓收粮，3家国

有粮食企业也开始了社会化收粮。截至6

月9日，全县已收购小麦9000多吨。

李相军介绍，为确保夏粮收购工作顺

利开展，县发改委粮储中心组织62名收购

人员进行了岗前业务培训，结合粮食产量

备出空仓容 7 万吨，57 台粮仓机械设备、

49 台检测设施提前“上岗”。“我们还开展

了新收获粮食质量调查，对全县13个乡

镇、260家农户进行调查，扦取样品390

份，通过质量检测，籽粒饱满，色泽正常，品

质良好，二等以上占比率较高，符合国家粮

食质量标准。”李相军说。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谢辛
凌）6月7日，沈丘县石槽乡邵庄村一处

绿色高质小麦种植示范基地里，麦浪

随风起伏，麦穗颗粒饱满，一派丰收景

象。

该县农业专家组参照农业农村部

小麦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经过严

格测产，亩产高达717.5公斤。“刷新了

全县2021年小麦小面积高产攻关最

高纪录。”现场的农技专家郭卫卫说。

据介绍，今年，该示范基地种植了

150多亩优质小麦，虽然前期受到天

气不利因素影响，但是由于采用节水

灌溉、测土配方施肥、飞防植保等综

合技术，加上农技专家线上线下悉心

指导，基地的小麦迎来大丰收。

周营镇赵庄村种粮大户赵鹏飞种

植了1500亩小麦，他说：“这1500亩地

任意划出110亩进行收割测产，实打实

地平均亩产706.5公斤！”当天，沈丘县

农业农村局种植管理股负责人赵彬告

诉记者，麦收前夕，该县对县域内的河

南久酒中粮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农业

合作社和部分农户进行了实地测产调

查，小麦普遍亩穗数在45万至48万，

穗粒数在38粒左右，按常年千粒重45

克左右计算，大面积高产田块亩产达

625公斤至700公斤。

“从已经实际测产、见产的大户情

况来看，不少田块种植的小麦产量普

遍都在600公斤以上，平均要比往年多

30斤到50斤。”沈丘县农业农村局高

级农艺师韩成祥说。

本报讯 （记者李燕 通讯员杨哲
洋）眼下正值“三夏”时节，6月9日，在

夏邑县会亭镇，数台收割机在金黄色

的麦田里往来穿梭，饱满的麦粒哗哗

地流入车斗。

“虽然今年小麦种植受到疫情影

响，但县里组织我们抢抓农时，及时做

好了田间管理，小麦长势良好，亩产均

在1000斤以上。”夏邑县对农先锋种

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朱传海说。

据了解，今年商丘市小麦播种面积

936万亩，其中优质专用小麦200万亩，

较上年增加10万亩。该市小麦6月1

日开镰收割，目前已基本收完，日投入

联合收割机2.49万台。预计平均单产

为1016.8斤/亩，与去年相比增加1.6

斤，增幅0.16%；预计总产为95.17亿

斤，比去年增加0.17亿斤，增幅0.15%。

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小麦

秸秆综合利用，今年，该市积极推广秸

秆收割打捆技术，增加从外地引进打

捆收割机数量。“小麦秸秆打捆，既

促进了环境保护、增加了群众收入，还

减轻了禁烧压力。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联系小麦打捆收割机，确保秸秆综

合利用率达100％。”商丘市农业农村

局首席专家研究员王新华说。

□本报记者李萌萌

6月10日，风微天晴。有着15年

种地经验的周位起是河南省伟一种业

有限公司的老板，也是浚县30万亩方

高标准农田核心区的种粮大户，他站

在田间水泥路上，凝望着一趟趟往返

的小麦收割机，尽管额头上不时渗出

汗水，但脸上全是笑容。

他的南面正在收割小麦，北面正

在播种玉米，一分钟也不耽误。“今年

的麦子亩产1300斤以上是板上钉钉

了，3000亩小麦差不多3天就全部入

仓。”周位起高兴地说。

周位起薅起路两侧遗留下的几株

麦穗告诉记者：“你猜这两个品种有什

么不一样？”“茎长不同。”他说，今年他

种了6种小麦品种，前些日子刮大风，

他的麦子一根没倒，源自他种的品种

“身强体壮”，也源自农田的“高科技”

和平日农业专家的科技指导、病虫害

预防，更源自浚县大平原的地址位置。

“这个地方种粮，‘老天爷’都照

顾。”周位起笑着说。

“种子是粮食的‘芯’，浚县有100

万亩地，3000亩的麦种储存起来，够浚

县用2年。按照一人一天一斤粮食计

算，一天可够390万人吃饭。”周位起现

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将从浚县卫

溪街道八里庄村民手中流转的土地全

部种上了种子，还带动了100多家种

植规模在200亩地以上的种植合作社。

为啥浚县的麦好？坐在三轮车上自

愿看管麦田禁烧的八里庄村70岁的老

党员李大爷说：“俺这里亩产高，跟脚底

下踩的地下水位有关。”李大爷说，八里

庄村的地下水位仅有20米深，田地好浇

水，土地也肥沃，麦苗生长周期长，高产

是必然的，“这下你知道为啥30万亩方

高标准农田收割时间比别人晚了吧。”

成方连片的麦田，周位起仅提前

一天预约了收割机，他不慌不忙地在

田间转悠，一车车的麦子入了仓。点

开微信，他与收割机师傅约定一天一

结账的时间又快到了。

□本报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赵光选寇化增

当年他从学徒工干起，经过刻苦钻

研，先后当上了技术员、业务厂长。后来

放弃高薪收入，毅然返乡创业，从两台机

器起家，办起了邓州驭龙渔网加工厂。

目前，加工厂年产值达150万元，安置30

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他就是薛涛。

薛涛是邓州市裴营乡魏寺村人。

1996年，18岁的薛涛初中毕业后，到广

东汕头一家渔网加工厂打工。为了尽快

学到技术，薛涛上班时脏活累活抢着干，

下班后再跟着下一班师傅干，一直到干

到夜里十二点钟才回宿舍。

经过三年艰苦的学徒生涯，他熟练

地掌握了渔网机械加工、渔网加工、机械

维修等技术，很快成了厂里的一名技术

骨干。2004年8月，薛涛受聘于江西一

家渔网加工厂，担任技术厂长。

2008年9月，薛涛毅然放弃高薪收

入回乡创业，投资10余万元将老家房屋

进行了改造，办起了家庭式渔网加工厂，

当时只有两台旧渔网编织机，五六名工

人。由于薛涛懂技术、会管理、讲诚信，

厂子慢慢红火起来。

“我来厂里三年多了，工作不算累，月

工资都在3000元以上，还能照顾两个孩

子上学！”6月8日，谈起在薛涛的渔网加

工厂工作的经历，魏寺村村民王华云说。

为适应市场需求，2020年7月，薛

涛又投资80万元购置渔网加工机械30

余台，目前加工厂年产值达150万元，并

安置当地30多名村民就业，产品出口到

东南亚。

“今年，我打算扩大生产线，安排更

多的村民就业，领着更多人一起赚钱。”

对于未来的发展，薛涛充满信心。

沈丘小麦高产有秘诀 滑县举办小麦丰收节

商丘200万亩优质麦喜获丰收

周位起的3000亩麦已入仓

宝丰县开仓收粮

薛涛 为乡亲们织出“致富网”
本报讯（记者田明 通讯员卢家彬）近日，记者从郑州

好想你经济管理中等专业学校获悉，该校已启动2021年

招生计划，计划招生专业有5个，分别是连锁经营与管理、

电子商务、计算机应用、物流服务与管理、食品加工工艺，

面向河南省计划招生1200人，对象为初中毕业生及年满

15周岁的青年。

“依托上市公司好想你的产业优势、品牌优势办学，学

校的设立，是新郑职业教育多元办学体制改革的里程碑。”

新郑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张宏亮说。

据该校理事张琪介绍，该校打通了中专到大专的连贯

培养，优秀的中专毕业生可免试升入好想你乡村振兴学

院，该学院是好想你与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合建的二级学

院，是公办的大专院校。

据了解，该校采用“线场模式”培养人才，学校在生产、

销售、研发一线岗位上（门店、车间）搭建了“产、学、研、创”

4个平台，为学生提供上千个实习实训、勤工俭学的岗位，

让学生在学到真知识、练就真技能的同时，还能赚取生活

费、学费。该校培养企业需要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使

学生“入学即入职，学习即上岗，毕业即就业”。

郑州好想你经济管理
中等专业学校开始招生

奋战““三夏三夏””
父子赛种粮 儿子多打3000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