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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强国看河南农业强国看河南 高标准农田篇高标准农田篇

□本报记者 王侠 通讯员 乔连军

1月 9日，商水县张庄镇 3.5万亩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自动喷灌机正在

灌溉麦田，升腾的水雾在阳光下折射

出道道彩虹。

“只要春节前后浇一遍水，今年小

麦丰收就有保证。示范区安装了固定

式自动喷灌设备，浇地时手指一点手

机App，想浇哪就浇哪，不用人力、物

力。”南陵村种粮大户邱守先说，“现在

的麦田长势很好，跟去年差不多，去年

小麦平均亩产1650斤，秋季玉米亩产

1400多斤。”

“尽管去年天气干旱，但高标准农

田高效节水灌溉设备给力，玉米从种

到收，浇了四遍水。通过适时浇水、加

强病虫害防治、延长生长期和采收期，

追回了产量。”说起丰收秘诀，邱守先

滔滔不绝，“高标准农田田块相连，硬

化路修到田边，农机敞开跑。而且通

过农田科技监测站，实现‘一个屏幕’

管理万亩良田，田间气象、土壤墒情、

病虫害等随时都能监测，让种粮户丰

产丰收的底气十足。”

田成方、渠成网、路相通、旱能浇、

涝能排。高标准农田为粮食高产稳产

保驾护航，是邱守先抗旱夺丰收的底

气，也是我省粮食连年丰产丰收的底

气。

我省现有耕地 1.127 亿亩，占全

国19.17亿亩耕地总面积的6%，居全

国第三位；永久基本农田近1亿亩，约

占全国 15.46 亿亩永久基本农田的

6.5%，居全国第三位。全省已建成高

标准农田7580万亩，粮食产量连续5

年稳定在 1300亿斤以上。从建成面

积看，我省占全国 9亿亩高标准农田

的1/12，居全国第二位。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着耕地保护和

耕地质量提升，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上，他强调，“坚决守住18亿亩耕

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

成高标准农田”。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大省，我们将

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让更多农

田变良田，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

沃土，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处长黄

幸福说。

踏上新征程，我省高标准农田建

设迈出新步伐。按照《河南省高标准

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到

2025年全省将建成高标准农田8759

万亩，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78%，基本

实现“两区”全覆盖。我省规划目标约

占全国 11亿亩规划总面积的 8%，在

全国排第二。

到 2030年全省将建成高标准农

田近 1 亿亩，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

84%，基本实现永久基本农田全覆

盖。我省规划目标约占全国 12亿亩

规划总面积的8.3%，在全国排第二。

黄幸福欣喜地说：“目前，国务院

正在规划2035年前将15.46亿亩永久

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我省

将比全国提前5年完成建设目标。”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王
闻研 陈征）“以往电力部门不提前通

知就拉闸限电，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

营，甚至可能造成正在运行的精密机

器设备受损。多亏了市人大评议询

问工作，这些问题现在得到了全面解

决。”1月 11日，提及漯河市人大常委

会精选监督议题、创新监督理念、改

进监督方式而推行的“评议+询问”，

漯河市七届人大代表李献伟感慨不

已。

据悉，2022年是漯河市七届人大

常委会开展评议询问政府组成部门全

覆盖的收官之年，也是评议询问监督

“组合拳”打出全程精彩、闭好最后一

环的关键之年。漯河市人大常委会在

省人大常委会的精心指导和市委的正

确领导下，按照“站位全局、服务发展，

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要求，聚焦“刚

性监督、深度监督、透明监督、实效监

督”的融合统一，大胆探索并不断深化

“专项工作评议+专题询问”这一创新

性监督方式，被省人大常委会评为“出

彩工作”。

漯河市人大常委会坚持评议询问

计划、方案、进展、结果向市委请示报

告制度，在评议询问的全过程和各方

面落细落实市委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

求，得到市委的重视和支持。漯河市

委主要领导对评议询问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先后 4次作出肯定性批示。漯

河市委把人大评议询问列入全市年度

工作要点，纳入全市深入纠“四风”持

续转作风工作部署，并把人大评议询

问结果作为全市县级领导班子实绩考

核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奖惩的重要

依据。

（下转第二版）

漯河市

人大“评议+询问”力助区域发展晋位争先

农田高标准 丰收底气足
全省已建成高标准农

田7580万亩，占全国9
亿亩高标准农田的1/12，
居全国第二位

到2025年全省将建
成高标准农田8759万
亩，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
78%，基本实现“两区”
全覆盖

到2030年全省将建
成高标准农田近1亿亩，
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
84%，基本实现永久基
本农田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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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梦露

虫口夺粮
为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茎基腐病被称为小麦“癌症”，小

麦植株患“癌”后，根和茎秆结合部将

变褐腐烂，植株也会枯死，轻则导致籽

粒不饱，重则颗粒无收，被列为我国十

大产业技术问题之一。

“前些年我们在焦作首先发现了

这种病害，随后对它的病原菌、成灾机

理、防病技术及防治产品进行了一系

列研究，成果居于全国领先地位。”省

政协委员、河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

院院长李洪连口中的“我们”，指的是

他领导的河南农大粮食作物病虫害监

测与防控团队，围绕重大病虫害开展

防控技术和产品的研发，申报了20多

项发明专利，为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开封有一个种植大户流转了

500多亩土地，由于发生了严重的茎

基腐病，小麦亩产只有四五百斤，成本

都收不回。在使用了我们研发的以

‘抗病品种’和‘种子包衣’为核心的防

病技术后，防住了病害，产量提高到

1000多斤，每亩纯收入达400多元。”

李洪连说，2022年，他的团队申报的

相关成果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粮食生产是河南的一张名片。近

年来，河南的粮食持续丰产增收，离不

开李洪连这样的植保科技工作者的努

力。作为省小麦病虫害防控专家指导

组组长，李洪连深知全省植保工作者

常年奔波在田间地头指导农民“虫口

夺粮”有多重要。

“2021年我们发现豫南条锈病有

爆发流行的趋势，这个病害靠大气传

播，防治不住则会给全省小麦生产造

成巨大损失，当时全省植保系统上下

联动，带药侦查，发现一点，防治一片，

及早施药消灭发病中心，防住了病害，

保住了收成。”李洪连说。

关于确保粮食生产安全，除了关

注病虫害防治，李洪连还提出了两个

“并重”：“一是‘夏秋并重’，要像重视

夏粮一样重视秋粮生产。目前我省的

秋粮单产不足800斤，增产潜力很大，

需要在种业创新、绿色防控、机收减损

几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二是‘量质并

重’，在重视粮食产量的同时也要重视

粮食质量，让中国人的饭碗里装上更

多、更好的河南粮。”

乡村振兴
为年轻人搭建广阔舞台

90后省政协委员、河南伏羲山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梦培毕业于

香港中文大学，2014年他回到家乡新

密伏羲山。山区缺水，地下几十米都挖

不出水，李梦培就想尽办法运打井的机

械设备进山，帮助村民打出一口三百米

深的井，兴建十多处小塘坝，彻底帮村

民们解决了吃水难用水难的问题。

（下转第二版）

委员通道上的“三农”声音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1月12日，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近日省财政认

真落实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实

施方案要求，及时下达2022年黄河流

域横向生态补偿省级引导资金 1 亿

元，对水质改善突出、良好生态产品贡

献大、节水效率高、补偿机制建设推进

较快的市县给予资金激励，支持沿黄

市县建立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

该项资金采用“定额奖励+因

素测算”的方法进行分配，其中：根

据因素法测算分配资金 9000 万元，

按照“早建早补、早建多补、多建多

补 ”原 则 ，给 予 濮 阳 市 奖 励 资 金

1000 万元。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刘天鹏

1月11日，西平县嫘祖镇卫生院，

医生张培来一手拿着电话，一手在笔

记本上记录患者健康情况。

“文喜叔，你今天感觉身体咋样了，

咳嗽有没有比昨天好一点，今天风大，

可别往外头跑了，一定要穿厚一点。”

“海超，昨天你来拿的复方氨酚烷胺

胶囊不要多吃，一天吃两次就行，一次一

粒，家里小孩还烧不烧了，布洛芬跟复方

氨酚烷胺胶囊不要让小孩一块吃。”

从去年 12月 21 日开始，张培来

每天都要走两万多步，早上上班第一

件事就是打电话回访，并更新自己手

中的健康档案，健康档案里记录着未

痊愈的阳性患者以及 60岁以上患有

严重基础病老年人的健康情况。

“每天忙完基本上都到晚上七点

多了，但我还是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卫生院有什么新到的药品、居家应该

怎样进行消毒、饮食要注意什么’等信

息，我都要发送到村医微信群里，再由

村医转发到各村的微信群。”张培来

说。

“现在卫生院采取‘上午坐诊+下

午走访’的方式开展工作，并要求发热

诊室的医生建立患者健康档案，每天

第一时间更新相关情况，为接下来的

诊治提供依据。”嫘祖镇卫生院相关负

责人张定业说，“最近这几天，镇里的

发热患者人数已经有所回落。对于即

将到来的返乡潮，镇里已经成立了由

党员干部、卫生院医务人员、村医及村

网格员组成的工作专班，及时为返乡

的群众提供医疗服务，让乡亲们健健

康康过个好年。”

筑牢农村疫情防控屏障

“让乡亲们健健康康过个好年”

我省支持沿黄市县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河南步伐

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 团结奋斗全面建设现代化河南

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隆重开幕
刘伟代表十二届省政协常委会作工作报告 楼阳生王凯等到会祝贺

1月13日上午，

省政协十三届一次

会议开幕前，委员通

道集中采访活动如

约开启。来自全省

各地、各领域的8名

政协委员走上通道，

回答记者提问，回应

群众关切。来听听

委员通道上的“三农”

声音吧！

本报讯（记者刘亚辉 陈小平 李梦
露）1月 13日上午，在雄壮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声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十三届河南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在省人民会堂隆重开幕。

会议应出席委员 879人，实到 780

人，符合规定人数。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十二届省政

协主席刘伟代表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孔昌生主持

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周春艳、谢

玉安、李英杰、张亚忠、高体健、戴柏华、

霍金花、张震宇、刘炯天、朱焕然、程志

明和大会副秘书长汪中山在主席台前

排就座。

楼阳生、王凯、郭庚茂、周霁、孙守

刚、陈舜、江凌、曲孝丽、王战营、陈星、

安伟、张雷明、李亚、马懿、穆为民、徐济

超、乔新江、李公乐、何金平、武国定、刘

玉江、宋争辉、孙运锋、张敏、郑海洋、胡

道才、段文龙、祖雷鸣、黄锦明、王小平

到会祝贺并在主席台就座。

史济春、靳克文、张广智、钱国玉在

主席台就座。

刘伟在报告中说，过去五年，是极

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十二届省政

协及其常委会在中共河南省委的坚强

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政协

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

作用，勇担使命，开拓创新，展现出新时

代人民政协的新样子。

刘伟指出，五年来，省政协高举伟

大旗帜，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凝心

铸魂，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学习制度

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及十

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中共二十大精神，

不断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共同思想政

治基础更加巩固。牢记领袖嘱托，聚

焦全省中心大局，服务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

施、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服务扛

稳粮食安全重任、服务产业转型升级

和创新发展、服务全面依法治省、服务

扩大对外开放，为高质量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坚持人民至上，促进保障改

善民生，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和防汛救

灾工作、推动解决民生实际问题、助力

困难群众特殊群体的问题解决，履职

为民发挥重要作用。推进双向发力，

强化团结统战功能，加强凝聚共识工

作、深化合作共事、拓展团结联谊，更

加广泛凝聚争先出彩力量。践行协商

民主，完善协商制度，健全协商工作体

系，推动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专门协

商机构建设稳步提升。坚持守正创

新，努力打造特色品牌，持续实施“提

案质量提升工程”、塑造“记忆”系列文

史文化品牌，畅通反映社情民意信息

“直通车”、拓宽政协理论研究平台、创

新推进委员读书活动、创造性破解市

县政协“两个薄弱”问题、完成“智慧政

协”建设、建成省政协融媒体中心，推

动工作不断提质增效。注重强基固

本，提高履职能力水平，不断强化委员

责任担当、加强改进专委会工作、努力

打造模范机关，政协自身建设得到全

面加强。

刘伟指出，“团结奋斗”是贯穿中

共二十大报告的重要主题词。牢牢把

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是习近平总

书记对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

的重要要求。省政协要沿着习近平总

书记指引的方向，在中共河南省委的

坚强领导下，感悟团结奋斗的内涵，承

继团结奋斗的传统，坚定团结奋斗的

目标，勇担团结奋斗的使命，书写团结

奋斗的新篇章，以团结的状态、奋斗的

姿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中共二

十大精神，咬定目标不放松，撸起袖子

加油干，不断将现代化河南建设事业

推向前进。

刘伟强调，今年是贯彻中共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

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也是落实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部署的攻坚之年，做好今年

工作意义重大。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中共二十大精神，确保在政协系统落地

落实；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团

结引导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

各界人士坚决捍卫“两个确立”，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全面落实党对政协工作的领

导，把政协系统党的各项建设向纵深推

进；凝心聚力服务现代化河南建设，聚

焦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的

目标任务，躬身入局，担当作为，以协商

聚共识、以共识固团结、以团结铸合力；

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不断健全

完善协商履职、组织管理、内部运行、队

伍建设等制度机制，不断拓展政协协商

民主的广度、深度；推进完善民主监督

制度机制，规范监督程序，增强监督实

效；从严从实加强履职能力建设，锤炼

能力作风，提高服务效能，提升履职工

作水平和质效。

刘伟指出，力量源于团结，事业成

于奋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

河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万众一心、开

拓奋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河

南、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

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周春艳作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

报告。

1月13日，温县城乡年货市场上灯笼、春联等俏销，群众忙着置办年货，喜迎
新春。 徐宏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