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 日

星期五 壬寅年九月初五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41-0101 邮发代号 35-2 中原三农网 www.zysnw.cn

第4555期 今日4版

农村版
服务三农 第一媒体 HENAN DAILY COUNTRYSIDE SECTION

30

新闻热线：0371-65795707 广告热线：0371-65795789 发行热线：0371-65795830 总值班 马育军 值班主任 张豪 设计总监 张峰 责任编辑 张豪 版式 李哲 校对 黎川红

喜迎二十大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左瑛君张浩张改霞

“我买了坡胡的大葱、石固的韭花、

后河的牛肉、老城的猕猴桃等，今天在

这里几乎把全长葛的农产品都买了个

遍，最大的感触就是咱长葛的好东西真

多！”9月 23日，许昌市2022年中国农

民丰收节活动在长葛市大周镇大周社

区广场开幕，现场充盈着丰收的喜庆气

息，引得不少人驻足品尝、购买，特别是

本地农产品成了抢手货。

近年来，长葛市坚持把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作为“三农”工作主抓手，把为农

服务、为民服务作为根本职责，坚决扛

稳粮食安全生产重任，按照“强村、富

民、景美、人和”发展思路，扎实开展“五

星”支部创建、全域人居环境整治等，大

力推进村集体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乡村

振兴的强大合力和创新活力，奋力谱写

乡村振兴的长葛新篇章。

主动作为精准服务
稳住丰产丰收基本盘

“今年我种的这 2300亩地小麦和

玉米在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都获得

大丰收，小麦平均亩产 1400多斤，玉

米平均亩产1100多斤，这都是国家的

政策好，还有农技专家技术指导得

好。”9月26日，提起今年的收成，长葛

市后河镇种粮大户刘合兴高兴地说。

为了克服去年洪灾造成小麦播期

推迟、越冬苗情较差等不利因素，长葛

市高度重视，精心部署，紧绷粮食安全

责任弦，进一步细化措施，创新机制，

通过加强应变管理，推广关键技术，实

现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21万亩以

上，其中夏粮种植面积 60.32万亩，平

均单产 527.4公斤，总产 31.8万吨，同

比增产 4.2%；秋粮种植面积 60.69 万

亩。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注重基础建设、种子研发和技

术指导，有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

“种业小镇”建设为核心，加快构建产

学研融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业

体系，全面推进农业科技引领优势产

业（玉米）发展试点县建设，抽调农业

专家和技术人员成立技术指导组分包

全市16个镇办，通过下田、进户、入村

等方式深入生产一线开展以抗旱浇

水、病虫害防治为主的秋作物田间管

理。目前，新建高标准农田6300亩，累

计达到 56 万亩，实现全覆盖；完成

15.27万亩水毁农田修复；全市小麦育

种面积 15 万亩，瓜菜育种面积 2.5 万

亩；引进玉米新品种 6个；完成秋作物

化除面积56.4万亩，化学调控面积46.2

万亩，病虫害防治面积125.9万亩。

全面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

一次性补贴两项补贴资金 7379万元，

统筹使用中央救灾资金963万元，新建

高标准农田 6300 亩，修复水毁农田

15.27万亩，实现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

积121万亩以上，预计总产58.5万吨。

“下一步，我市将对照粮食安全责

任制考核目标，再盘点、再细化，找短

板、补弱项，做好‘三秋’生产各项工作，

切实把粮食安全抓在手上、落到实处。”

长葛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刘士祥说。

多方发力多措并举
乡村人居环境展新颜

走进长葛市金桥路街道湾张社区，

房前屋后，道路整洁，花草丛生。

“不搬咧！村子干净漂亮，咱住着

心情也舒畅。”准备往城里搬的社区居

民张倍嘉心里暗下了决定。

自全域人居环境整治开展以来，长

葛市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要求，将全域人居环境集中

整治工作作为乡村振兴第一场硬仗，积

极落实市镇村三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工

作要求，把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作为党政

一把手工程，实行市负总责、镇（办）抓

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出台了《长葛市

2022年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围绕

重点任务，成立13个行动专班，由县级

领导任专班组长，具体负责重点任务推

进落实。

同时，建立全域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周暗访、周评比、周曝光、周通报、月总

结机制，推广实行“网格化管理”“万人

大会战”“随手拍”“曝光台”“五美庭院”

等活动，深入发动群众，营造比、学、赶、

超的浓厚氛围；建立镇级阶梯制奖励制

度，完善村级积分奖励兑换制度，增强

环境整治动力，让人居环境整治“见实

效”、乡村环境“展新颜”，不断提高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下转第二版）

平畴沃野披锦绣
——长葛市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纪实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9月29日，

省政府召开全省培育奶业重点县推进

奶源基地建设座谈会。

副省长武国定主持会议并讲话。

在听取18个奶业重点县、3个乳制品

生产加工龙头企业和省直有关厅局发

言后，武国定指出，推进奶业振兴，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具

体行动，是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部

署，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我

省气候条件适宜，饲草资源丰富，加工

能力充足，科技支撑有力，交通区位优

越，市场潜力巨大，发展奶业具有得天

独厚的条件，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下大力气加快奶业发展。

武国定强调，要进一步加快奶源重

点项目建设，加快在建项目进度，促进

拟建项目尽快落地，积极谋划储备新项

目，探索创新建设运营模式，密切养加

利益联结，发挥好企业主体作用；要进

一步加大对重点县的支持力度，在政

策、资金、项目上予以倾斜，在用地指标

上优先保证，在金融资金上重点支持；

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建立联席会议

制度，把奶源基地项目纳入乡村振兴重

点项目管理，作为县长工程统筹推进。

全省18个重点县在建、拟建奶源

基地项目 23个，项目建成后，可新增

奶牛存栏20多万头，新增奶产量100

万吨，全省奶产量将达到300万吨。

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就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互致贺电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标题新闻

抓大县加强奶源基地建设
补短板加快推进奶业振兴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9月29日，

在省委宣传部举办的“河南这十年”主

题系列发布会洛阳专场上，洛阳市委

副书记、市长徐衣显围绕“建强副中

心、形成增长极、重振洛阳辉煌”这一

主题，介绍了洛阳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举措

和成就。

十年来，洛阳交出了出彩的答

卷。战略位势不断增强，中部地区高

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等国家战略交汇叠加，自创区、

自贸区、高新区、经开区、综保区、跨境

电商综试区等国家级平台联动发展，

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服务外包

示范城市等一大批试点落地开花。经

济总量跨越台阶，生产总值从 2899.3

亿元增长到 5447.1 亿元，连续跨过 3

个千亿台阶，稳居全省第二位，在全国

城市排名从第 51位攀升到第 45位。

质量效益大幅提高，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从205.3亿元增长到397.9亿元，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利 润 总 额 年 均 增 长

12.5%，营业收入超百亿企业增加到

16家。民生福祉明显改善，居民收入

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从1.46万元

增长到3.02万元，民生支出累计超过

4000亿元。

洛阳生产总值连跨3个千亿台阶

本报讯（记者王侠）9月29日，在

省委宣传部举办的“河南这十年”主题

系列漯河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漯河市

委书记刘尚进介绍了自党的十八大以

来，漯河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举措和成就。

十年来，漯河把发展作为第一要

务，综合实力大幅攀升。2021年全市

生产总值达到 1721亿元，是 2012年

的 2.1 倍；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72560

元，是2012年的2.3倍；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达到114.5亿元，是2012年的2.8

倍。2021 年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

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服务业增加

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居全省第

一。全市粮食总产量常年稳定在180

万吨以上，所有行政村实现集体收入

全覆盖，“三链同构、农食融合”模式入

选农业农村部全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

展“十大典型”，连续 5年被评为全省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进市。

近年来，漯河市坚持以“食品+”

理念延伸产业链，坚持以创新生态理

念提升价值链，坚持以融合发展理念

打造供应链，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现代化食品名城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漯河加快建设现代化食品名城

本报讯（记者王侠）9月29日，在

省委宣传部举办的“河南这十年”主题

系列济源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济源产

城融合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市委书记

史秉锐介绍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济

源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举

措和成就。

十年来，济源生产总值先后突破

500 亿元、600 亿元、700 亿元，2021

年人均GDP突破10万元，居全省第1

位。工业方面，济源坚持把先进制造

业作为主攻方向，先后实施了中国白

银城、纳米材料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

目，产业集群化、链条化程度明显增

强，实现了发展含金量、含新量、含绿

量“三量”齐升。农业方面，济源坚持

以特色品牌厚植农业发展优势，以特

促优、以优带强，成为全球最大十字花

科蔬菜种子生产基地、全国最大杂交

洋葱种子生产基地，获批国家农业绿

色发展先行区、国家级出口蔬菜种子

质量安全示范区，农业现代化实现程

度达到82%，居全省第2位；城乡一体

化程度超过80%。

济源农业现代化程度达82%

□本报记者 张莹黄华 文/图

9月 26日，王东亮打开办公室的

西洋店镇行政地图：“这就是西洋店

镇，省道吴黄公路穿镇而过，路西是乡

村振兴产业园，西洋潭村有户外休闲

用品加工和羽毛球拍加工，老湾的三

产融合发展是全县的一张名片……”

开口先言产业，到西洋店镇来，王

东亮偏重思考产业发展。

本科郑州大学经济学专业，研究生

武汉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王东亮说：

“专业是产业经济学，工作也与产业经

济相关。”

曾任驻马店市政府金融办科长、市

产业投资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2021年10月，作为墩苗干部，王东亮任

平舆县委副书记、西洋店镇党委书记。

西洋店镇是平舆县的南大门，汝河

穿境而过，造就了肥沃的沙土地，农作

物以小麦、花生、玉米为主。

秋粮收获接近尾声。9月 26日下

午，王东亮来到尹湾村。“秋粮啥情况？”

看到尹湾村党支部书记尹建华，王东亮

连忙问。

“花生已收完，玉米收了八成，今年

秋粮丰收了。”尹建华说，“今年村里玉

米种植增加，面积占了一半，因轮茬花

生面积稍有减少。”

村民贾秋花家玉米刚刚收获，家人

忙着颗粒归仓：“家里7.8亩耕地种了玉

米和花生，今年生长正常，产量可以。”

“八九月份全省多地出现旱情，西

洋店镇却多下了两场雨，基本没受影

响。”王东亮说。

“大头落地，农业基本盘稳了。”王

东亮说。（下转第二版）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2022年国庆节放假的通知精神，本报近期出版

安排如下：10月3日、4日、5日、6日、7日停报，10月10日起正常出版。

祝读者朋友国庆节快乐！ 本报编辑部

敬告
读者

本报讯（记者孙雅琳）9月28日，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三

秋”期间，省农业农村厅成立了若干暗

访组，采取“四不二直”（不发通知、不

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

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对全省禁

烧工作进行检查督导。国庆长假期

间，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还将成立督

导组、巡查队，深入田间地头及时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

今年上半年，我省的秸秆禁烧取

得了较好成绩，露天焚烧秸秆现象得

到进一步遏制，各类焚烧火情同比下

降14%。特别是各地大力推广秸秆离

田利用方式，离田利用比例达29%，同

比提高17%，小麦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8%。

目前，我省秋收已经过半，秸秆焚

烧现象在个别地方有所反弹。为高效

管控秸秆焚烧，“蓝天卫士”监控系统

各级监控平台坚持 24小时值班和领

导带班，及时发现火情并传递信息。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已积极协调公安、

应急管理、生态环境、纪检监察等相关

部门，按照相关法纪规定，及时严厉打

击露天焚烧秸秆现象，对点火当事人

进行严厉处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执

纪追责。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宋超
喜杨琳琳）9月29日，新蔡县陈店镇

大片高粱随风起伏，犹如红色波浪，

一台台联合收割机在工作人员的指

挥下，一路轰鸣开进高粱田。在当天

该镇举办的“醉美高粱红”高粱文化

节上，5000亩红高粱开镰收割。

近几年来，新蔡县围绕实现乡村

产业振兴、豫酒振兴，大力发展红高

粱种植，区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

业链条不断延伸。据了解，仅陈店镇

就发展高粱种植面积达5000亩，并

辐射全县各类高粱种植面积超过 3

万亩，高粱主要销往该县蔡洪坊酒业

和贵州、四川等酒企，高粱种植、高粱

深加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新蔡县农业农村局李斌介绍

说，新蔡县立足乡村产业振兴，通过

开展“高粱节”等系列特色文化活

动，充分展示乡村美好风貌，丰富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加快文旅产业融

合发展步伐。

据了解，高粱文化节期间，新蔡

县还推出“乡土新蔡”名优特色产品

暨旅游商品展、红高粱主题摄影采

风、电商直播等特色文旅活动，让广

大参与者更好地体验农耕文化。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9 月 29

日，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目前，

我省秋粮作物正处于成熟收获关键

时期，秋收工作从 9月 23日开始大

面积展开。

据了解，9月以来全省平均气温

22.8℃，较常年同期偏高1.4℃；平均

降水量 2.6mm，较常年同期偏少九

成。10月上旬的降雨过程，中下旬

的三次小雨过程，将有利于缓和我

省大部地区的旱情。但总体来看，

10月份平均气温预计较常年同期偏

高，累计降水量比常年偏少，加之前

期土壤墒情偏旱，对冬小麦适期足

墒播种有一定不利影响。

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我省冬

小麦常年播期情况，结合未来气候

趋势预测结果，预计今年我省冬小

麦适宜播种期接近常年。豫西和豫

北大部为 10月 8日~15日，局部丘

陵山区可适当提前；豫中和豫东大

部为10月10日~20日；豫西南和豫

南地区为10月 16日~25日，其中信

阳稻茬麦区为10月19日~28日。

我与乡村共成长墩墩苗墩墩苗墩墩苗墩墩苗 搜索15515779057 添加微信“墩墩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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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9日，尉氏县小学生在展示自己的红五星剪纸。近期，该县各学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喜迎国庆。
李新义 摄

西洋店镇的产业思考

招商引资：食品加工、皮革

加工、防水、户外休闲等产业。

乡村旅游：老湾村千亩荷

塘碧波荡漾，池塘种莲藕，水下

养花鲢，岸上养鸭鹅，美景美食

等您来。

农特产品：西洋店沙土地

花生、金沙湾莲藕、高台馓子、

吴湾萝卜、毛陈半枝莲等。

“河南这十年”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

上半年我省秸秆离田利用率同比提高17%

新蔡红高粱丰收啦

今年我省冬小麦
适播期接近常年

这里是西洋店镇
王东亮（左）在羽毛球拍
加工厂了解生产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