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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阳农田吃上营养餐土地“瘦身”更高产
□本报记者 黄华

作为一个拥有 400万猪当量的畜

牧强县，正阳县以推进粪肥就地就近

还田利用为重点，以培育粪肥还田服

务组织为抓手，大力推进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增加有机肥用量，走出了一

条绿色种养循环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新路子。

农资经销商变身种粮大户

12月 21日，片片薄云遮住太阳的

脸庞，让冬日的田野更显清冷。

熊寨镇王楼村的种粮大户王大春

丝毫没有感到寒意，他伸手扒开黑褐色

的土壤，轻轻拔起一棵麦苗，壮硕的麦

苗底部长满了白嫩的根须，犹如一个不

修边幅的汉子，任由胡须野蛮生长。

“这是我第二年施用县里统一免费

供给的有机粪肥，您看这发棵和生根的

情况，如果后期不遭遇特别的灾害的

话，明年产量一定低不了。”王大春满脸

的喜悦。

50岁的王大春曾经是一名农资经

销商。“2021 年县里开始推广有机粪

肥，说实话，我很抵触。”王大春说，“大

家已经习惯了省时省力的复合肥料，这

黑乎乎的粉状粪肥是否有效果不说，使

用起来又脏又费劲，会有人用吗？”

但是由于事关王大春今后的农资

生意，他还是极不情愿地在自家 26亩

的承包地里先做个试验。

让王大春没想到的是，当年种小麦

他在减少 10%的复合肥和尿素的同

时，还按照技术人员的要求减少了8斤

种子用量，结果小麦不但没有减产，亩

产竟然高达1300多斤。“前后一算账，

乖乖，在一亩地减少投入近 60元的情

况下，每亩小麦还比往年多卖了400多

块。”王大春说。

王大春更没想到的是，当年施用的

有机粪肥，让他秋季种植的花生更是见

证了奇迹。“去年秋季我种植的花生在

没有喷施农药的情况下，以往年年都会

出现的青枯病和白绢病一下消失啦。

没有病害的打扰，我的花生硬是比往年

晚成熟了半个月，亩产量由往年的400

斤增加到800斤，出籽率还高了10%，

一亩地花生多卖1000多块，这可是净

利润呀。”

看到施用有机粪肥比卖农资还挣

钱，王大春今年一下流转了600多亩土

地，由农资经销商变成了种粮大户。

威信差点被有机粪肥给毁了

彭桥乡大刘村一直都是正阳县的

先进村，村党支部在村民中有较高的

威信。

“我们多年的基础没想到差点毁在

这有机粪肥上。”大刘村党支部书记王

思杰说。

2021年，县里给大刘村2000亩有

机粪肥指标，当时王思杰并没把这事放

在心上，他和王大春也有着近似的想

法，认为这个东西不好推广。

高庄村民组的老村民组长张元政

是村里出了名的种地老把式，一听说

有免费供应的有机粪肥，当即找到王

思杰，积极要求把试验田就放在他们村

民组。

自从有机粪肥用到地里后，从出苗

到分蘖、抽穗，小麦生长的每个环节的

变化，张元政都要在全村的党员干部会

上说半天，一开始大家还没当回事，结

果小麦收割后一核算产量，高庄村民组

的小麦亩产均在1200到1400斤，比全

村平均亩产高出10%还多。

这下其他村组的党员干部坐不住

啦，一开会就提要有机粪肥，并要求把

全村有机粪肥全覆盖列为今年村党支

部承诺的办实事之中。

一时间，王思杰感到压力山大。怎

样才能在全县指标有限的情况下，让整

村的土地都能用上这有机粪肥呢？眼

望着立在高庄村民组的“正阳县绿色种

养循环农业试点示范区”的牌子，王思

杰一下子有了主意。

“牌子上显示领导小组的组长是县

长刘磊，我就把群众迫切希望全村推进

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的愿望编成信息发

给了刘县长。”王思杰说，“没想到，县里

很快安排项目实施单位来我们村调查

了解情况，并最终确定把我们村的

11840亩土地全部纳入绿色种养循环

农业试点示范区。”

“如今，眼看着全村一望无际绿油

油的麦苗，我满脑子都回响着‘走过一

洼又一洼，洼洼地里好庄稼’的豫剧经

典唱段。”王思杰说。

沼液成了抢手货

兰青乡潘庄村的麦田里，一根根连

接着地头阀门的软管排列有序，管子上

的小孔向外喷射出的细小水柱，在空中

瞬间化作蒙蒙雨雾。（下转第二版）

你我他（她） 千万家关爱关爱 温暖温暖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吕运
奇）12月 28日，记者从中牟县政府了解

到，连日来，该县总工会通过实地走访了

解、动员各乡镇、街道和企业工会深入排

查等方式，迅速了解生活困难的职工、农

民工基本情况，制订慰问方案，筹集慰问

资金，为刘集镇、广惠街、青年路等 9个

乡镇（街道）和河南万邦集团、郑州凯雪

冷链等5家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和社

会组织下拨资金共 32万元，为 3000余

名困难群众提供帮助。

中牟县总工会还先后投入近8万元，

为750名困难职工、农民工发放米面油等

生活物品，缓解他们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压

力，提升他们克服困难的信心，把党和政

府的关心关爱送到他们的心坎上。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

李默涵）12月 27日，记者从郑州市

中原区政府获悉，为扎实做好“关

爱我你他（她）温暖千万家”行动，

兜牢民生保障底线，中原区加大对

流浪乞讨人员、困境儿童和特困老人

等群体的帮扶力度，12月以来，共为

全区低保户 907户 1061人发放帮扶

资金80.877万元。

中原区民政局将受疫情影响导致基

本生活陷入困境的群众及时纳入临时救

助范围，简化程序，提高时效，建立绿色

通道；落实低保渐退政策，对就业后家庭

人均收入超过当地低保标准的家庭，按

照规定给予6个月的低保渐退期。

此外，中原区民政局还对本辖区困

境儿童进行细致排查，对符合政策的做

到一个不漏、一个不少。坚持“自愿救

助、无偿救助”的原则，强化与公安、卫生

健康、城市管理等部门的协同配合，重点

对城区的主要街道及人口比较密集的医

院、车站、市场、广场、公园及河道两侧、

桥梁涵洞等地段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巡

查救助。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永
安 杨洋洋）“我太喜欢阿姨送给我的羽

绒服了，穿上好暖和呀！”12月 26日，第

一次穿羽绒服的鲁山县瓦屋镇困境女

童婷婷高兴地说。

当日，鲁山县妇联在瓦屋镇土桥村

举办“关爱你我他（她）温暖千万家”活

动，看望慰问 16名困境儿童，为他们送

去棉衣、棉鞋、围巾、手套等价值 1万元

的御寒物资。

活动现场，县妇联家庭指导服务中

心的老师为孩子们作了心理辅导，并和

家长一起互动做游戏。孩子们在老师的

引导下很快放下顾虑，全身心地融入游

戏中，一阵阵清脆的笑声在土桥村村部

广场上空回荡。孩子们在欢乐中享受着

冬日的温暖，感受着社会的关爱，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鲁山县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段雪枫

介绍，近段时间以来，鲁山县通过开展

“巾帼进万家爱心敲敲门”、争当“爱心家

长”、家庭教育微课堂等系列活动，给困

境儿童家庭送去党和政府的关爱。

本报讯 （记者王侠）为贯彻落

实全省“关爱你我他（她）温暖千万

家 ”行 动 ，2022 年 12 月 29 日 至

2023年 1月31日，省总工会将依托

豫工惠 App开展工会暖冬促消费

活动，为全省工会会员发放 3万张

不同额度的餐饮消费券，切实普惠

职工群众，提振餐饮行业消费信心。

据介绍，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

深化消费帮扶，通过为全省工会会

员发放餐饮消费券的形式，助力餐

饮行业渡过难关。活动中，三种额

度的餐饮消费券随机发放，先抢先

得，抢完为止。每位认证会员限领

一张。消费券额度分别为：满 300

元减 90元共计 1万张、满 100元减

30元共计 1万张、满 50元减 15元

共计1万张。

此次活动的抢票和使用时间为

2022年 12月 29日 10时至 2023年

1月 31 日 24 时，经豫工惠 App认

证的全省工会会员可在此期间进入

活动页面参与。抢票成功的工会会

员在餐饮门店使用云闪付 App动

态付款码付款时，将自动关联消费

券信息，完成消费满减。需要注意

的是，云闪付App注册手机号必须

与豫工惠 App注册手机号保持一

致，否则将收不到消费券信息。此

次活动仅限支持银联云闪付付款的

餐饮门店可以使用，建议工会会员

消费前询问商家是否支持该付款方

式。

12 月 27 日
上午，宁陵县柳河镇时
洼村白菜种植基地，柳河镇
商会志愿者们一起忙着打包、装车，
不到1个小时，1万多斤的白菜全部装
车销往超市，解了菜农卖菜难题。

本报记者 李燕 通讯员 吕忠箱 摄

本报讯 （记者焦莫寒）12月 28

日，副省长武国定赴新乡调研高标准

农田示范区和中原农谷规划建设工作。

在新乡市平原示范区，武国定现

场查看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进度，

详细了解工程和资金保障等情况。他

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严格

“六化”标准，提高科技装备水平，坚持

软件硬件一起抓，工程措施与非工程

措施同步推进，按照时间节点，加快建

设进度，为全省树立标杆，创造经验。

在听取中原农谷总体规划、中原

农谷核心区建设规划汇报后，武国定

强调，中原农谷规划要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对标建设农业强省

要求，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搞好

统筹谋划和布局；要坚持国际化国家

级，提高规划的前瞻性、引领性、开放

性和可实施性；要坚持“项目为王”理

念，聚焦中原农谷发展需求，瞄准国际

一流涉农企业和科研院所，组织专班

开展“清单化招引”；要加快集聚科技、

人才、资金等涉农高端要素，尽快把中

原农谷打造成国家农业科技创新高

地，引领河南农业强省建设，为农业强

国建设作贡献。

副省长孙运锋参加调研。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王
校伟张青苗）12月26日，记者从舞阳

县委组织部获悉，今年以来，该县全面

开展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工作，进

一步筑牢基层堡垒，推动基层党组织

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据悉，针对排查认定的21个软弱

涣散村党组织，舞阳县通过 1名县级

领导班子成员联村、1名乡镇领导班

子成员包村、1名第一书记驻村、1个

县直单位结对帮扶，制订“一村一策”

整顿方案，确保按期整顿到位。

在此基础上，舞阳县采取线上线

下、县乡结合等多种形式，组织驻村干

部、村“两委”干部开展整顿工作责任

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目前共开展专题

培训6期200余人次。

与此同时，舞阳县积极争取省、

市、县项目和产业资金，用于软弱涣散

村整顿提升工作；认真落实驻村干部

待遇保障，申请追加县财政资金20余

万元，为派驻村干部发放驻村补贴。

不仅如此，舞阳县委组织部还组

建整顿工作专项督查巡察组，通过实

地暗访、专项调研、电话抽查等方式，

对整顿工作督导问效、专项通报，督导

结果纳入乡镇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

作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张
星）12月 26日，记者从漯河市郾城区

委宣传部获悉，为缓解群众买药难的

问题，满足患者用药需求，区委宣传

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购置了各

类防疫药品和防护用品，在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设立定点药房，在社区

村室文明实践所站设立“共享药柜”，

实现“邻里互助，药品共享”。

当天上午，郾城区委宣传部、郾城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还筹措资金购

买了200余盒退烧药及60多包口罩，

送至依然坚守在工作一线的环卫工人

手上，叮嘱环卫工人在工作中要做好

个人防护，切实保障好身体健康。

“我们设立的‘共享药柜’，市民可

在此处捐药，并免费领取必备应急防

疫物资和药品，现场志愿者们会向群

众详细讲解药物的适应证、使用方法

和注意事项，用实际行动彰显守望相

助、患难与共的人间真情。”郾城区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区长高艳说。

本报讯 （记者马丙宇 实习生朱
欣童）“之前我们去107（国道）需要绕

很大一圈才能过去，现在建设路打通

以后，可以直接上107，去高铁站也非

常方便。”12月28日，新乡市民刘诗尧

在牧野区建设路（新二街—新中大道）

“断头路”项目现场对记者说。

据了解，经过 300多天的日夜奋

战，新乡市主城区19条“断头路”即将

正式建成通车。其中，友谊路、丰华

街、壹号城邦规划路、荣校东路等 14

条“断头路”已建成通车，创新路、文岩

路等5条“断头路”即将贯通。

这些“断头路”均位于居民密集区

和城市发展的关键区，拆迁量和拆迁

难度比较大，既是难啃的“硬骨头”，也

是群众急难愁盼的“关键事”。今年以

来，新乡市城建系统以“基础设施建设

攻坚”为目标，加压奋进、主动作为，将

原计划打通的 13条“断头路”增加到

19条，完成投资19.2亿元，新增道路里

程15公里，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市政道路一头连着城市街头，一头

连着百姓心头。两年来，新乡市累计投

资30多亿元，新建中心城区城市道路

40余条，新增道路里程80余公里，路网

密度提高0.63公里/平方公里，群众出

行效率大大提高，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朱
丝语）冬日的“草海”波光粼粼，清澈的

河水漫过植被根部，淮滨县淮南湿地

科普教育基地又“热闹”了起来！远远

望去，宽阔的河面上密密点点，成群结

队的鸟儿悠然自得，鸳鸯、天鹅等候鸟

或觅食嬉戏、栖息，或翩翩起舞，姿态

万千，给湿地带来了勃勃生机。

“看报道说候鸟今年又如期而至来

到了淮南湿地科普教育基地，就特地

趁着假期开车带孩子来看看。淮南湿

地河面开阔，万鸟齐飞，场面颇为壮

观，我们在远离城市喧嚣让心灵得到小

憩的同时，还能让孩子在大自然中增长

知识，可谓一举多得。”12月25日，特意

前往淮南湿地游玩的市民张平平说。

淮南湿地保护区是河南省级自然

保护区，总面积3400公顷。近年来，淮

滨县下大力气改善淮南湿地生态环

境，不断加大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提升其生态功能，使其成为各类越冬候

鸟、珍稀留鸟等生存繁衍的幸福之地。

“目前已经有上万只候鸟来到淮

南湿地，有天鹅、大雁、白琵鹭、绿头

鸭、斑嘴鸭、鸬鹚等。在后期，陆陆续

续会有大量的冬候鸟到来，场面十分

壮观。”淮滨淮南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办公室主任李玲介绍道。

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中原农谷

新乡市

打通“断头路”顺了百姓心

郾城区

“共享药柜”亮相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淮滨县

湿地好生态 百鸟入画来

舞阳县

“一村一策”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

着力帮困惠企

中牟县

多举措兜牢民生
保障底线

省总工会开展暖冬促消费活动

3万张餐饮消费券，快来抢

16名困境儿童
喜领暖冬“大礼包”

鲁山县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张温良）

12月28日，记者从郑州市召开的“元旦、春

节双节促消费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即

日起，郑州将陆续推出 200余项惠民措施

和精彩的文旅活动，让大家在欢度“双节”

的同时，还能享受到丰富的“文旅盛宴”。

据介绍，郑州市将通过云闪付、携程旅

行、美团、中原票航、大河票务等第三方平

台发放2000万元文旅消费券，所有在郑人

员（包括外地来郑人员）均可使用。同时，

组织旅游景区、民宿、星级饭店、剧院、影

院、书店等文化旅游企业开展打折促销活

动，推出特惠票、免费票、满减优惠等惠民

措施，满足大家的出游意愿。

在少林寺景区、郑州方特旅游度假区、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银基旅游度假区、电影

小镇、康百万庄园、樱桃沟等旅游景区，以中

国年为活动主元素，开展传统民俗表演、新

春互动剧目演出、非遗体验、跨年派对、特色

创意灯展、游园寻宝、祈福庙会等节日主题

活动，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提供优质文旅产

品；推出狂欢跨年夜、跨年烟火、逛庙会、贺

新春灯光秀、主题灯展等主题活动，不断丰

富消费场景，满足人民多样化出游需求。

郑州市200余项惠民措施
助群众欢度“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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