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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显身手 种田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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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省实施中央补贴

资金 15.6亿元，补贴农机具

295188台（套），农机装备
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农机购置补贴惠民生
□本报记者 杨远高

1月 13日，在汝州市纸坊镇牛王

村一块农田里，汝州市喜耕田农机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孙书祥正在指挥员

工使用卷盘喷灌设备浇灌麦田。孙

书祥兴奋地说：“有了 10 台灌溉设

备，再不用为灌溉麦田发愁了。”

2011年，渴望在农业上有所作为

的孙书祥流转了 800 亩土地种植粮

食。等到小麦收获时，孙书祥一下子

慌了神。由于缺乏收获机械，大大延

长了小麦的收获时间，同时也耽误了

整地和播种，不仅没有挣到一分钱，还

倒赔了好些钱。

2015年，孙书祥多方筹资，购买

了两台东方红 100 拖拉机和一台小

麦收获机，使小麦得到了及时收获，

并按时完成了秋播。2017 年，孙书

祥成立了汝州市喜耕田农机专业合

作社，又相继购买了8台东方红1504

大型拖拉机、3台深耕翻转犁及 6行

全方位深松机等机具，对土地进行深

耕深松，当年就使每亩小麦增收 100

余公斤。

孙书祥说：“这些年，俺取得的

这些成绩，得益于党和国家农机购

置补贴好政策。如果没有这些农

业 机 械 ，怎 么 也 种 不 了 这 么 多 地

啊！”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大省和畜牧

业大省，同时也是农机生产和使用大

省，近年来，我省立足农业生产需求，

深入开展分区域、分产业、分作物、分

环节农业机械化研究，围绕农机装备

产业和农业机械化发展存在的短板

弱项，强力推动补短板工作落实，农

机装备水平不断提高，作业水平稳步

提升。截至2021年年底，全省农业机

械总动力达到 1.065 亿千瓦；拖拉机

拥有量336.43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

机41.83万台；谷物联合收割机30.85

万台。全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达到 86.32%，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 14个百分点；小麦、水稻、玉米耕

种 收 综 合 机 械 化 率 分 别 达 到

99.48%、84.89%、92.29%。全省经农

业农村部认定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

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市、区）

达到80个。

2022 年，我省优化农机购置补

贴政策，全省纳入补贴的机具达 24

大类 52小类 143个品目，实施“优机

优补”“有进有出”，补贴资质方面突

出农机科技创新；提升粮食生产薄

弱环节所需机具、丘陵山区特色产

业发展急需的新机具以及智能、复

式、高端产品的补贴标准。积极落

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专用播种

机、大豆收获机、窄履带水稻收割机

等机具纳入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试

点工作。

2022 年，全省实施中央补贴资

金 15.6 亿元，补贴农机具 295188 台

（套），农机装备保障能力持续提

升。

在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记者了

解到，下一步，我省农机农垦部门将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

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加快推进

农机化全程全面高质量发展，推动农

业强省建设。

到 2025 年，全省农机总动力力

争稳定在 1.05 亿千瓦左右，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90%以上。

玉米收获机械化率达91%以上；水稻

种植机械化率达到70%，水稻收获机

械化率达95%以上；花生种植机械化

率达86%以上，花生收获机械化率达

80%以上；设施农业、畜牧养殖、水产

养殖和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率大幅

提升。实现小麦玉米轮作机械化生

产技术水平国内领先，畜牧业生产

装备技术水平国内一流。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
在凝心聚力服务大局上发挥更大作用

本报讯（记者刘亚辉 陈小平 李梦
露）1月 16日下午，省政协十三届一次

会议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在省人民会堂

胜利闭幕。

省政协主席孔昌生主持会议并讲

话。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戴柏华、霍

金花、张震宇、刘炯天、朱焕然和秘书长

汪中山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

务主席刘伟、周春艳、李英杰、程志明也

在主席台就座。

楼阳生、王凯、周霁、陈舜、江凌、

曲孝丽、王战营、陈星、安伟、张雷明、

赵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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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雷鸣到会祝贺并在主席台就座。

王全书和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

主席台就座。

本次会议应出席委员879人，实到

780人，符合有关规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河

南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三届河南

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

况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三届河南省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

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

报告、政协第十三届河南省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政治决议。

孔昌生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是

在全省各族各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

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精神，锚

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奋力

开创现代化河南建设新局面的关键时

刻召开的。会议期间，省委书记楼阳

生、省长王凯等省领导出席开幕会和闭

幕会，参加委员小组讨论，听取大会发

言，与委员们深入协商交流，共话现代

化河南建设大计，充分体现了对政协工

作的高度重视和发扬民主、求真务实的

工作作风。各位委员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饱满的履职热情，认真审议各项

报告和文件，聚焦推动我省现代化建设

积极建言，提出了很多有高度、有深度、

有温度的意见建议，彰显了广大委员站

位全局、心系大局、情系民生的政治情

怀，展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机活

力。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大

会，是一次共谋发展、共襄伟业的大会，

也是一次务实高效、风清气正的大会。

孔昌生对不再担任省政协领导职

务的主席、副主席以及十二届省政协全

体委员表示感谢和敬意，代表省政协第

十三届常务委员会对组织的重托和委

员的信任表示感谢。他表示，一定始终

牢记初心使命，在中共河南省委的正确

领导下，在历届省政协班子打下的坚实

基础上，团结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

协委员，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

行，决不辜负组织的重托和广大委员的

厚望。

孔昌生强调，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

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落实省

第十一次党代会部署的攻坚之年。我

们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揽政协工作，用

新时代党的使命任务引领政协工作，用

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深化政协工作，用

专门协商机构的优势作用提升履职效

能，不断开创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

我们要在高举伟大旗帜、坚定正确

政治方向上展现新担当。自觉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

共二十大精神统一思想，全面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

作的重要思想，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中增强政治定力，从党的

创新理论中汲取思想动力，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牢记“人民政协是政治组

织”，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持

续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始终在中共

河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履行职能、开展

工作，确保政协事业正确政治方向。

我们要在下足务实之功、全力服务

中心大局上展现新作为。坚持党有号

召政协有行动，党有要求政协抓落实，

紧盯中共二十大确定的重大战略、重要

举措、重点工作，紧盯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标定的战略方向、战略重点和战略路

径，胸怀“国之大者”履好职，聚焦“省之

要者”作贡献，找准切入点、选准结合

点，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精心

选题破题、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互

动，努力在“拼经济”上建真言、在“促跨

越”上献良策、在“谋出彩”上鼓实劲，奋

力推进现代化河南建设宏伟事业。

我们要在拉长团结半径、广泛汇聚

奋斗合力上展现新气象。把握政协界

别众多、阶层多样、诉求多元特点，围绕

人心这个最大的政治履行好凝聚共识

重要职能，把“重要阵地”建得更加牢

固，把“重要平台”建得更加宽广，把“重

要渠道”建得更加通畅，加强敏感点、风

险点、关切点上的思想政治引领，不断

扩大“朋友圈”、画大“同心圆”，引导各

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与中央、省委

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巩固和发展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的生

动局面。

我们要在坚持人民至上、不断增进

民生福祉上展现新成效。践行好人民

政协为人民的价值追求，把不断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民生改善作

为重要着力点，运用“有事好商量”各种

平台，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环保

等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和基层治理

难题，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清单”变成政

协“履职清单”，建言为民谋利、议政为

民解困、监督为民分忧，协助党委政府

把群众最关切的事办实办好，使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

我们要在持续开拓创新、全面提升

履职能力上展现新样子。继承和发扬

我省政协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

做法，进一步拓宽思路、创新方式，准确

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内涵要求，充分发

挥“智慧政协”效能，加强制度化、规范

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提高深度协商

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水

平，完善民主监督和委员联系界别群众

制度机制，切实提升“两支队伍”能力作

风，强化全省政协系统协同联动，以更

多理念思路创新、更多制度机制创新、

更多工作载体创新、更多方式方法创新

推动履职工作全面出新出彩。

孔昌生指出，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伟

大事业前景广阔，“两个确保”的现代化

河南建设目标催人奋进。让我们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河

南省委坚强领导下，勠力同心、团结奋

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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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本报讯（记者刘亚辉 陈小平）1月

16日上午，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

三次全体会议在省人民会堂举行。大

会选举孔昌生为政协第十三届河南省

委员会主席。

本次会议应出席委员879人，实到

786人，符合有关规定。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刘伟、孔昌

生、周春艳、谢玉安、李英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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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玉安主持大会。大会主席团

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省政协十三

届一次会议选举办法，总监票人、监票

人名单。

经过清点人数、检查票箱、分发选

票等准备工作，大会开始选举。与会委

员认真画写选票，依次郑重投下选票。

投票结束后，经清点选票，谢玉安宣布：

当天的选举，发出选票 786 张，收回

786张，本次选举有效。计票完毕后，

大会工作人员向大会宣读了计票结果。

上午10时 20分，大会公布选举结

果：孔昌生当选为政协第十三届河南省

委员会主席，谢玉安、戴柏华、霍金花、张

震宇、刘炯天、朱焕然当选为政协第十三

届河南省委员会副主席，汪中山当选为

政协第十三届河南省委员会秘书长，丁

剑等167名同志当选为政协第十三届河

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场响起热烈的

掌声，向当选的同志表示祝贺。

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选举孔昌生为十三届省政协主席

全省纳入补贴的机具达24
大类52小类143个品目，实施
“优机优补”“有进有出”，补贴资质
方面突出农机科技创新。

到2025年，全省农机总动力

力争稳定在 1.05亿千瓦左
右，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90%以上。

提升粮食生产薄弱环节所需
机具、丘陵山区特色产业发展急需
的新机具以及智能、复式、高端产
品的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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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 16日电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座谈并共迎新春时强调

1月16日，小朋友在尉氏县两湖办事处滨河路市场内选购节庆用品。新春临近，尉
氏县各大年货市场红红火火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各种喜庆、吉祥的新年饰品琳琅满目，人
们忙着选购商品，迎接新春佳节。 李新义 摄

□本报记者 刘亚鑫

“哎呀，‘好党员’，我也有了！”1

月 15日，站在自家院墙上的红色“好

党员”牌子前，曹广群的笑藏不住。

曹广群今年61岁，是原阳县太平镇

黄庄村人，曾是村里的干部。2008年，

为黄庄村奉献大半辈子的他顺利“退

休”，跟着儿子常住原阳县城，回村少了，

但是次次回村总是兴高采烈。

但半个月前，再次回村的曹广群

心中有了不一样的滋味。“好党员”“好

婆婆”“好邻里”……路过邻居家，曹广

群看见大家门上新挂上了一个个红色

的牌子，自家门口却没有，心里空落落

的。和邻居闲聊，曹广群“无意”提起

此事。“听说是评‘好人’，谁家有了就

挂一个。”邻居说。

回到县城，闲下来的曹广群坐在

家里就琢磨牌子的事：当了22年的村

干部，入党也有 32年了，不说自己这

大半辈子的工作有多“惊天动地”，但

也算是兢兢业业，村里几乎都挂上“好

人牌”了，自己家怎么就不行了？

琢磨了几天，曹广群沉不住气了，

他拨通了村支书曹小珂的电话，问他

咋能当上“好人”、拿上牌子？

听到曹广群又疑惑又焦急的语

气，曹小珂惭愧中夹杂着高兴：“你家

够格！是印刷牌子时弄错数量少了几

个，第二批正在做呢！”

“到了得赶紧给个牌子。”听了这

些，曹广群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放

心挂了电话。

去年 10月，原阳开展“户户有好

人”选树活动，今年1月11日，13个乡

镇（街道）集中挂牌仪式举行，15万群

众同步挂上“好人牌”。“好党员”的牌

子被钉在了曹广群家的院墙上。

“‘户户有好人’活动真好，村上争

做‘好人’的氛围越来越浓。”挂牌期

间，曹小珂有感而发。

1月 15日，再次从县城回村的曹

广群看到牌子十分惊喜，正好碰上村

委委员曹金园，连声说感谢。

“这是他应得的，退休了还为人民

服务！”曹金园告诉记者，曹广群开了

个农业合作社，目前是村里的“专用农

艺师”，免费指导群众种植水稻、果树

等，就像他的名字“广群”一样，一直服

务广大群众。

如愿以偿，老曹终于有牌子了！

老曹“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