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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

全力抓好小麦机收和“三夏”生产

乡情乡情 乡魂乡魂 乡韵乡韵

本报讯“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我们因征地时间久

远、原征地边界模糊不清问题。”5月17日，在河南祥派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谈起开封市祥符区自然资源局不动

产登记中心仅用1个小时就办完了公司的一宗地不动产登

记工作时，感慨万千。这是祥符区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

活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企纾困，打造核心竞争力的一

个缩影。

祥符区委书记王彦涛说：“祥符区要以‘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为契机，立足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在营造更优发展

环境上眼光长远，在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

境等方面持续发力，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发展

环境。”

有诉即办暖企。祥符区出台了“有诉即办”行动计划，在

各级政务服务大厅设置“有诉即办”服务专区，设立“导办、帮

办、代办”“万人助万企”等服务窗口，做到“有诉即接、有诉必

办”。同时，将“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和“亲清连线廉通企业”

监督平台、民营企业诉求响应平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企业投诉中心等渠道进行整合并协调限时解决。

简化流程便企。全面推进28个事项“一件事一次办”改

革，选配23名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参与区“一件事一次办”

“1+13”集成服务改革工作专班，出台《祥符区深化政务服务

“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实施方案》，明确13项重点“一件事一

次办”涉及牵头单位及职责分工，在世纪广场用12块公示牌

公开党务政务及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电话。按照“减材料、减

时限、减环节、减证明、减跑动、减费用、优化服务”的“六减一

优”要求，梳理形成了祥符区“一件事一次办”工作清单，实行

一次告知、一次表单、一次联办、一次办好。

真金白银惠企。今年以来，祥符区多措并举，组织开展

“行长进万企”活动，聚焦企业金融需求，制订专项金融方案，

全力助力企业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通过大力发展数字普

惠金融、启动银企对接会等方式，区金融机构为56家企业解

决融资问题，放款12.96亿元。

与此同时，区纪委监委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将其

纳入年度监督工作重点内容，聚焦助企惠企政策落实情况，综

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整治等多种方式，推动监督

力量下沉，及时发现并查处责任不落实、政策不兑现、承诺不

履行等问题，让各项助企惠企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上”。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服务助企没有“休止符”。

据介绍，下一步，祥符区将不断对标市场需求、对标企业关

切、对标民生期待，聚焦中小微企业急难愁盼问题，为全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通堵点、疏通脉络，实现惠企政策更

到位、企业解困更高效、营商环境更优化、发展活力更旺盛、

干部作风更给力。

（王恪峰赵儒学周新芳）

□本报记者韩新愚/文杨远高/图

5月15日，走进巩义市康店镇叶岭村，

入村公路宽阔平坦，文化大院清静贴心，孝

德墙图文并茂，花坛绿意盎然，小村庄静谧

祥和，充满生机。

叶岭村曾是出了名的乱村，缘何能在

短短十年时间，跻身全国“孝心文化示范

村”、全国“文明村镇”的行列，并成为巩义

市首家“孝心示范村”？

2011年11月，叶岭村进行村“两委”换

届选举，从小在外经商的叶顺利，作为“双

强”干部被“引进”回到家乡，并高票当选村

党支部书记。

叶顺利说，刚上任时工作根本没法正

常开展，整天忙着处理邻里纠纷。那时候

他有三“怕”：进家，怕村民堵门反映问题；

起床，怕见告状的人；村里办红白事，怕有

人闹事。他深深地感到，这种不良风气已

经严重地阻碍了村子的进一步发展。

追根溯源，叶顺利找到症结所在：大伙

把代代相传的崇孝重德的传统给丢了。要

想改变不良风气，首先要从民风抓起，从宣

扬孝道、尊老爱幼入手。

2013年，为把改善村风民风落在实

处，叶顺利硬是用37天把一个废弃的垃圾

场改造成了一个拥有标准化文化讲堂、图

书室、老年活动中心、党员活动室、乡村戏

台子的文化大院，设施齐全，功能兼备。

文化大院一建成，就成了叶岭村人气

最旺的地方。在这里，人们既可以休闲娱

乐，还可以受孝道文化的熏陶。叶顺利从

北京、郑州等地请来国学讲师给村民们讲

国学、讲孝道；每个季度评选“好媳妇”“好

婆婆”“好少年”“五好家庭”，把群众评出

的先进典型张榜公示……一系列的举措，

在全村上下营造出传承孝道文化、学习先

进的良好氛围，吵架骂人现象基本绝迹

了，邻里之间红脸的越来越少了，婆媳不

和的几乎不见了。2016年6月，叶顺利荣

登“中国好人榜”，成为巩义市第18位“中

国好人”。

2014年3月14日，叶岭村举办“孝心

示范村”创建活动仪式。最初报名的才十

几个人，很多人碍于情面不愿参加。叶顺

利就自己带头，当着大家的面给80多岁的

老母亲洗脚。村民们一看也感动了，争相

扶着父母、公婆上台洗脚。

洗脚，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却在瞬间拉

近了两代人之间的距离。从2014年至今，

每年的重阳节，村里都会举办感恩洗脚活

动。

优秀传统文化让村民培养起文明意

识，爱护环境卫生也成为每个叶岭人的自

觉习惯。提起叶岭村是一个没有环卫队的

国家级卫生村时，村民韩会玲老人说，村里

以前是花钱请人打扫卫生，可还是脏乱

差。现在，即使是村里几岁的小孩子，看见

地上有纸屑也会随手拾起来。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叶岭村的

孝善文化越来越有名气，前来参观学习的

人络绎不绝，不仅成为一张名片，同时也赢

得了资本的青睐。

2021年，一家企业看中了叶岭村孝善

民风所形成的文化特色和投资环境，提出

在这里开发建设乡村旅游项目。他们和叶

岭村党支部一起合计，利用叶岭自身的优

势和条件，持续推进以“孝”为核心的“忠孝

示范村”创建，进一步擦亮全国“文明村

镇”、河南省“最美乡村”品牌，大力推进乡

村游、康养、文化创意、研学以及现代农业

等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刘亚鑫）5月17

日，新乡市“三夏”农机作业分布图新鲜出

炉。该市622万亩小麦机收会战实行挂

图作战，特别在疫情防控期间，将优先服

务外出务工人员及无能力、无劳力家庭，

确保小麦颗粒归仓，保障粮食安全。

据了解，新乡市联合收割机保有量

1.4万余台，其中性能良好、能在本地投

入使用的联合收割机1.14万台。为精准

对接机收作业供需，该市按照就近作业、

适量调配的原则，绘制“三夏”农机作业

分布图。通过农机作业分布图，可以清

晰看到每个乡镇、办事处小麦的种植面

积，需要收割机台数等。

新乡市夏收预计从5月底开始，分

布图将变成“作战图”。在“三夏”期间，

各地每天都要上报机收机播作业进度，

每收完一个乡镇、办事处，就在“作战

图”上作出标记，然后引导该地的收割

机向适收地块流动，向机具不足的区域

流动，通过合理组织调度机械，有序推

进小麦机收，同时引导播种机到已收获

区域开展机播，实现夏收夏种无缝对

接。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王宏
伟）5月17日，记者在漯河市农业机械技

术中心获悉，“三夏”大忙即将到来，为确

保全市小麦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该

市已检修各类农机具47240台（套），其

中检修小麦联合收割机3515台，全力以

赴备战“三夏”农机生产工作。

据悉，该中心成立了漯河市“三夏”

农机生产指挥部，下设生产组织及机具

调度组和技术服务及后勤保障组两个工

作组，组成5个农机生产服务指导组分

赴县区进行“三夏”农机生产服务指导，

开通农机生产服务热线，及时处理“三

夏”生产中出现的问题，随时接受“三夏”

期间农民和农机手的各类咨询。

在此基础上，中心组织技术人员深

入乡村开展上门服务，协调农机生产销

售企业和维修网点，指导农机合作社和

农机大户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尽快完成

“三夏”机具的维修保养、检查调试，以良

好状态投入生产，提高机具出勤率。

本报讯（记者李萌萌 通讯员李觊）

“小麦减损就是增产，减耗就是增收。

在保障农机设备运行状态良好下，需要

我们农机手有过硬的操作技术，针对不

同时间、不同地块，采取不同方法进行

机收。”5月13日，在鹤壁市农业农村发

展服务中心举行的“三夏”农机安全暨

机收减损相关事宜培训会上，鹤壁市农

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农机安全监理所

所长郭斌，就疫情防控期间农机作业、

机具检测检修、机手安全作业培训、机

收减损和玉米大豆套种技术等进行了

详细讲解。

为全力备战“三夏”生产，鹤壁市积

极做好农机物资供应，加强农机跨区作

业协作配合，开展技术培训和农机维修

相关工作。截至目前，鹤壁市先后采取

以会代训、以修代训等形式，举办各类农

机操作人员培训班，培训操作人员8840

余人，检修保养农机具2.17万余台。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张瑞
敏曹建松王边红）“当前，小麦正处于灌

浆期，一定要注意预防干热风，密切关注

天气变化和小麦长势，在干热风发生前，

可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增强叶片

功能，尽量减轻灾害损失。”5月16日，在

长葛市石固镇岗河村种植大户杨子军的

麦田里，该市高级农艺师张改霞正在查

看小麦长势，指导进行小麦后期田间管

理，并一再叮嘱杨子军，一定要把握好收

割时机，确保高效收割，颗粒归仓。

自5月份的疫情发生以来，长葛市统

筹抓好疫情防控与小麦后期田间管理工

作，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针对近期麦田出

现的旱情，长葛市指导各镇（办事处）广泛

发动群众，抢抓时间，迅速掀起抗旱浇麦

高潮，做到能浇尽浇、浇足浇透，缓解了旱

情，为夏粮丰收奠定了基础。

据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农业农村部

16日召开全国“三夏”生产视频调度暨小麦机

收工作部署会。会议强调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要全力以赴打好小麦机收这场硬仗，抓实抓

细夏收夏种夏管各项工作，确保夏粮颗粒归

仓，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

会议强调，小麦97%以上靠机收，当前疫

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各地要及时打通堵点

卡点，全力保障小麦机收顺利开展。密切跟

踪调度机收作业供需对接情况，统筹调剂机

具机械。要在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

上，组织为农机手集中办理重点物资运输车

辆通行证，推动在高速公路出入口等开设农

机转运绿色通道，对联合收割机及其运输服

务车辆实行优先查验、优先放行，为跨区作

业人员提供核酸和抗原检测、属地登记备案

等“一站式服务”。各地要开通公布小麦机

收保障热线电话。发生疫情县市的封控区、

管控区，要发挥好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作

用，迅速组建应急抢收队，开展代收代种等

服务。要继续深挖机收减损潜力，抓好晾

晒、烘干。

祥
符
区

持
续
发
力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备战“三夏” 力夺丰收

孝善文化打造新叶岭

挂图作战 颗粒归仓新乡市

加强管理 确保丰收长葛市

漯河市

农机检修 保障麦收

鹤壁市

粮食减损 农机先行

叶顺利介绍文化大院里的农家书屋

5月16日，在宝丰县商酒务镇，宝丰县万家和农机服务合作社的工人在检修保养小麦收割机，保障“三夏”期间正常使用。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王世超摄

□本报记者黄华

“多亏‘五一’前的那场及时雨呀，

你看我们村这300多亩正值伸根期的

烟苗转青变壮，加上县烟草局烟叶生

产科吴科长为我们提供的‘中棵烟高

油分’栽培技术，看来我们今年的烟叶

又将迎来一个丰收年。”5月16日，站

在村口的烟田前，看着茁壮成长的烟

苗，泌阳县羊册镇殷庄村党支部书记

李盛脸上乐开了花。

去年烟叶种植前期，泌阳县烟草

局烟叶党支部书记、烟叶生产科科长

吴俊林找到李盛，希望他带头采用湖

北中烟的“中棵烟高油分”栽培技术，

提高烟叶品质，增加种烟收入。

虽然种了十多年烟的李盛第一次

听说“中棵烟高油分”这个名词，但是

凭着对吴俊林的信任，李盛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下来。

今年36岁的吴俊林，2010年走

出河南农业大学烟草学院大门，就一

头扎进了烟田，在烟草生产经营一线

一干就是十多年，用自己的所学特长，

培养了一大批铁杆烟农。

随着烟叶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

的过渡，如何在提高烟叶质量的同时，

让烟农增收是摆在各地烟叶生产技术

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在市、县烟草

局的大力支持下，吴俊林等5名技术人

员主动请缨，承担起了湖北中烟的“中

棵烟高油分”栽培技术的攻关任务。

“当时真的很迷茫，这是一项全新

的栽培技术，无论是烟苗种植密度、肥

料的选配还是烟叶的采摘和烘烤，都

与我们传统种烟技术有很大的区别，

尤其是在河南境内没有成功案例可供

参考学习。”吴俊林说，“更关键的是，

当时烟农对这项技术不了解，大家谁

也不敢拿自家的烟田去冒险。”

为了打消烟农顾虑，泌阳县烟草

局局长于飞勇就带着技术人员向各乡

镇及村委领导讲解种植“中棵烟”的好

处，制定相关奖励政策，积极引导烟农

接受新技术。

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当年泌阳

县共落实“中棵烟”示范田300多亩，

辐射烟田面积2000亩。

有了示范田，吴俊林和他的攻关

小组铆足了干劲，他们在系统研究湖

北中烟的“中棵烟高油分”栽培技术要

点的同时，遇到技术难题及时向湖北

省的同行们请教，然后将学到的理论

知识及时消化吸收，再手把手向烟农

们传授。遇到关键节点，他们就吃住

在烟农家里，直到问题得到解决。

去年烟叶收获后，李盛采用新技

术种植和烘烤的烟叶不但每亩增产

15斤左右，而且烘烤出来的青烟、杂

烟明显减少，烘烤损失减少5%以上。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原来烤出来

卖价很低的上部烟，采用吴科长他们

的新技术烘烤后，不但烟叶品相好，还

油分足，卖烟时都提高了一个等级，每

斤烟叶比往年多卖2~3.3元，综合一

算账，去年每亩烟叶净增收入500多

元。”说起去年卖烟的收入，李盛一脸

喜悦。

吴俊林和伙伴们推广的“中棵烟

高油分”烟叶种植技术在让烟农服气

眼红的同时，也得到了湖北中烟的高

度认可。2022年湖北中烟投入经费

48万元，专门在泌阳开展“中棵烟高

油分”项目。目前在市、县烟草局的大

力支持下，泌阳已种植“中棵烟”1000

亩，辐射区面积2000多亩。

吴俊林

让“中棵烟”技术助烟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