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苏雪
松） 6 月 21 日上午，省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评估验收反馈会在羲皇宾馆召开。 县
领导王毅、苏中林、马自成、邹松、霍伟、
王汝凌出席会议，市教体局局长丁建清
主持会议。

反馈会上，省评估验收组组长贾正
国对淮阳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 贾正国要求，要继续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认真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实施素质教育 ，提升农村学校办
学水平 ；要强化管理 ，提高义务教育质
量，努力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要加大
资金投入力度， 认真落实政策措施，深
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县长王毅说，省评估验收组对淮阳
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给予高度评

价，这是对淮阳的极大肯定。 省评估验
收组指出的问题非常精准、提出的整改
意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为淮阳县今后
的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就如何做好下一步工作，王毅表示，
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制
订科学方案，加快整改进度，并成立督导
组，加强督导，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要加
大投入力度， 按照要求不折不扣地把资
金拨付到位， 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供
保障；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师待遇，确保学生
在校安全；要进一步提升教学管理水平，
提高教育质量，通过加大投入力度，改善
办学条件；要加大教师补充力度，加强学
校精细化管理， 推动全县义务教育实现
优质均衡发展。 ②9

4 淮阳新闻组版编辑：窦 赢 校对：郭怡晨 电话：6189578 ２０19年 6月 28日Ｅ-ｍａｉｌ押zkrb1234@126.com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高
明 仝晨曦 文/图 ） 6 月 14 日上午 ，淮
阳县 2019 年“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
动在太昊陵广场举行。 县领导马明超、
苏中林、马自成、董鸿、丁永华等，以及
市安委办副主任、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施新生出席活动。

本次活动围绕“防风险、除隐患、遏
事故”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亮
点纷呈。 举办安全知识有奖竞答，通过
一问一答的形式，让群众了解掌握安全
常识，增强安全意识；设置危险化学品、
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特种设备、工贸行
业 5个宣传专区，循环播放安全教育警
示片，提高群众安全生产警觉性；举办
万人签名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到
安全生产宣传中来；举办安全知识大讲
堂，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安全生产、
应急管理、防灾减灾救灾等知识。

此次活动共有 45 家安委会成员单
位和 35 家企业参与 ， 设立咨询台 47
个、宣传展板 260 余块，并在县城主要
街道及活动现场悬挂横幅 980 余条，发
放各类宣传读本、 宣传画册 3 万余份。
同时 ，出动宣传车 46 辆 、腰鼓队员 20
余人，绕城区主要街道进行宣传，营造
了浓厚的宣传氛围。

当天，马明超等观看了安全知识宣
传展板（如图）。 ②9

淮阳县“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亮点纷呈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张
长银 杨坤 文/图) 6 月 24 日，淮阳县
2019 年“三十工程”第 11 次观摩活动
举行（如图）。 县领导王毅、胡东河、马
昭才、谢留定、董鸿、李祥生等带领相
关单位及乡镇负责同志参加观摩。

王毅一行先后到河南联塑、第二
人民医院迁建、新星小学、文正社区、
陈州路菜市场等 11 个项目建设工
地，听汇报、看进度、解难题。

观摩结束后， 王毅作总结点评。
他指出 ，从这一次的观摩来看 ，有些

项目进展迅速，但有一些项目进展较
慢。 他要求，各项目分包领导、项目指
挥部工作人员要深入一线 ， 扑下身
子，开展工作，大力推进项目建设。 县
生态环境局负责人要和市里积极对

接 ， 尽快帮助河南联塑办理环评手
续。 各项目分包领导、项目指挥部工
作人员要加强沟通协调，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

最后 ，王毅要求 ，各项目分包领
导、 各相关部门要想方设法破解难
题，推动项目建设“加速跑”。 ②9

“三十工程”观摩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尚
福临 ) 6 月 20 日， 县人大常委会召开
监督工作推进会。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苏中林 ，副主任霍伟 、段业林 、孟华及
各位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

会议宣读了 《关于对政府工作部
门部分重点工作落实情况的督查方

案》《关于对县政府民生实事代表票决

项目的监督实施办法》。 县民政局、交
通局、 发改委负责同志分别对各自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汇报。

苏中林强调 ， 一要统一思想 ，凝
聚共识 ，充分认识开展监督是人大依
法履行职责的需要 、是推动和支持政
府工作的需要 、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迫切愿望的需要 。 二要明确责任 ，注

重时效 ，确保按时完成各项任务 。 各
责任单位要明确领导责任 ，进一步厘
清责任 ，强化措施 ，让每个责任人肩
上有担子 、心中有责任 ，切实围绕任
务去办事情、干工作。 三要突出重点，
务实重干 ， 切实增强监督工作实效 。
开展监督时 ，要深入一线 ，充分掌握
第一手资料 ，找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和薄弱环节 ，确保监督有的放矢 。 四
要加强领导 ，强化督查 ，树立人大对
外良好形象。 各督查小组要按照督查
方案 ，加强对整改落实情况的督促检
查 ， 特别是对一些整改不力的问题 、
屡查屡有的问题和重点建议的落实

情况 ，要紧抓不放 ，一抓到底 ，确保整
改到位。 ②9

县人大常委会召开监督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白

杨）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不断
提升广大妇女干部的素质，做听党话、
跟党走、念党恩的祖国好女儿，6 月 22
日，淮阳县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心向党
礼赞新中国”系列活动。来自县直各单
位的 50 多名妇女干部参加活动。

一是举办“巾帼喜迎祖国 70 华诞

红歌唱响美好新生活”活动。熟悉的旋
律一响起，大家手举小红旗，共同唱响
《我和我的祖国》。

二是举办 “庆七一 感党恩 ”女性
健康心理讲座。 针对当前职业女性普
遍存在的心理压力过大等问题， 县妇
联兼职副主席刘海燕向大家介绍了自

己的舒压减压方法， 讲解了如何与人

打招呼、与人友好相处，如何更好地处
理人际关系等技巧。

三是举办“优雅中国行 助力中国

梦”形体训练班。县妇联邀请蒲公英时
光导师团核心导师、 华人女性教育推
动者 、ACIC 国际注册高级形体顾问
孙素莲，从“体态、神态、仪态、心态”四
个方面， 引导大家在兼顾工作和家庭

的同时做一个优雅的女性。孙素莲说，
作为女人 ，要通过颈 、肩 、腰 、腿的训
练 ，加强锻炼 ，提升气质 ，改变 “亚健
康”状况。

大家纷纷表示， 此次活动很有意
义，今后一定要加强锻炼，以强健的体
魄和健康的心理， 投入到工作和生活
中去。 ②9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胡

新春 文/图） 近日，河南师范大学经过
多方考察 ， 决定在陈州高中设立教师
教育实习基地。 6 月 24 日上午，河南师
范大学教师教育实习基地揭牌仪式在

陈州高中举行 。 河南师范大学教务处
处长徐久成 、副处长李景原 ，河南师范
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葛照金 ， 陈州
高中校长白子兴等出席揭牌仪式。

徐久成在致辞中说 ，近年来 ，陈州
高中通过德育创新 、 教学创新和文化
创新 ，走出了一条特色化办学道路 ，教
学成绩不断提高 ，社会影响持续扩大 ，
特别是在课堂教学改革和教师专业化

成长方面取得的成绩 ， 给他留下了深
刻印象。

白子兴对河南师范大学将陈州高

中定为教师教育实习基地表示感谢 。
他表示 ， 陈州高中将努力为河南师范
大学实习生创造便利 ， 为他们提供更
多的实习机会 。 欢迎河南师范大学优
秀毕业生到陈州高中工作 ， 成为陈州
高中的一员 ， 为学校教师队伍输入新
生力量 。 希望河南师范大学发挥资源
优势和教学 、科研优势 ，为陈州高中提
供教育科研和师资培训等方面的支持

与帮助。
最后 ，徐久成 、白子兴共同为河南

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实习基地揭牌 （如
图 ）。 揭牌仪式结束后 ，双方代表共同
签署了合作协议 ，正式建立了合作关
系 。 ②9

陈州高中成为河师大教师教育实习基地

淮阳县开展“巾帼心向党 礼赞新中国”系列活动

������淮阳县豆门乡东南部，有一片 1.2
万亩的洼地。 每到汛期， 这里积水成
泽，一片汪洋。 因此，这片洼地十年九
涝，种不保收。

刘文生，淮阳县齐老乡人，是长年
在外包地的种粮大户， 对流转土地搞
特色种植独具慧眼。 他看中这片洼地
集中连片， 适宜规模化种植和机械化
操作。 至于水患，他说，可以在田间挖
沟修渠，泄水排涝。

于是，刘文生就和当地政府、农民
商谈洼地流转事宜。 大部分农民欣然
同意流转土地， 有少数农民舍不得自
己的土地，迟迟不愿签土地流转合同。
刘文生掷地有声地向大家保证：“今天
接过你一片贫瘠的土地， 明天交给你
一仓优质的粮食，保证让你旱涝保收，
既有流转土地的收入， 还可以来这里
打工挣钱，一举两得，收入大幅增加。 ”
2013年， 刘文生以每年每亩 700 元的
租金， 从 8个行政村的农民手里流转
了 1.2万亩洼地。

通过多次考察， 刘文生确定在洼
地种植“泛麦 8号”小麦和“两糯 1 号”
高粱。同时，他用晶碳腐殖酸有机水溶
肥活化土壤，抑制病害，改善土质。 在
这样的土壤里种植的“泛麦 8号”小麦
和“两糯 1 号”高粱，与普通酿酒粮食
相比，出酒率提高了 13.1%。 因此，“泛
麦 8 号”小麦和“两糯 1 号”高粱被茅
台酒、泸州老窖、郎酒、劲酒等厂家指
定为订单专用产品。

2014年， 刘文生在洼地机械化播
种这两个品种，当年小麦平均亩产 800
斤，高粱因遭遇水灾平均亩产 600 斤。
当年 9 月， 刘文生创办了中田园商贸
有限公司。 农忙时节， 他招聘附近 60
多名农民来帮忙；农闲时节，他筹建仓
储、晾晒场、烘干塔等配套设施，有条
不紊地进行着他的洼地“掘金”行动。
除此之外，他还组织人力、物力疏通河
道，解决汛期洼地积水问题，在一万多
亩的洼地里，用机械挖出了纵横交错、
长达 45公里的沟渠网带。

2017年秋，洼地高粱即将收割时，
一场大雨倾盆而下，田间积水没膝。尽
管之前采取了泄水措施， 但由于沈丘
大闸没有开闸，洼地积水排不出去。于
是，刘文生向县、乡主要领导求救。 县
委书记马明超赶来了， 豆门乡党委书
记夏长文赶来了， 他们和刘文生一起
现场办公，共同研究制订解决方案。同
时将情况上报市水利局， 让市局出面
协调开闸事宜。最终，万亩高粱免遭水
淹。

据记载， 这片洼地频遭水患，当
地人只能望洼兴叹。 从刘文生疏浚河
道开始 ，历史被改写了 ，有人说他创
造了一个奇迹 。 可刘文生却感慨地
说 ：“没有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鼎力支
持 ，我刘文生纵有三头六臂 ，也鞭长
莫及啊！ ”

2017年年底， 刘文生斥资近千万
元， 兴建 6000 平方米储粮库房一座、
2000平方米水泥晾晒场一个、 一天可
烘干数百吨粮食的 50 米高大型烘干

塔一座，购买植保无人机两架。 至此，
他已拥有价值超千万元的多种机械设

备 80 多台（部），实现了洼地耕种收割
和储存加工的机械化。

2015年至 2018年，刘文生流转的
万余亩洼地连年获得丰收 。 尤其是
2017 年 ，“泛麦 8 号 ” 小麦平均亩产
1100 斤 ，“两糯 1 号 ” 高粱平均亩产
960 斤，年产量高达 1.1 万吨。 每吨以
高于当年市场价 0.25 元的价格卖给
签约厂家，年总产值逾 2000 万元。 除
去付给农民的土地流转出让金 840 万
元，再除去种地成本和公司人员工资，
年纯利润近 400万元。几年来，刘文生
付给农民的土地出让金总数已达

4200万元。 如今，这片万亩洼地，被市
农业局评为 “周口市农业标准化生产
示范基地”；这片洼地上种植的“泛麦
8 号”小麦和“两糯 1 号”高粱，被评为
“全国食品行业酿酒粮食行业引领品
牌”；他的公司，被评为“全国十佳诚信
经营单位”和“百强民营企业”。 ②9

刘文生：慧眼匠心 洼地“掘金”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沈达顺

出彩淮阳·添彩有我

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验收组莅淮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龚
伟 文/图） 6 月 18 日下午， 淮阳县委
县直机关工委、 县行政服务中心在县
纪委监委一楼会议室举办以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为主题的演讲比赛。 县
直机关近 300 名窗口工作人员聆听了
演讲。

演讲中，参赛人员联系工作实际，
围绕“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讲述了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感受，表达了对“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的理解，抒发了为民服务、爱
岗敬业、团结奋进、无私奉献、努力工
作的豪情壮志， 激发了广大窗口工作
人员的工作热情。

经过激烈角逐， 县自然资源局的
朱慧慧荣获一等奖， 县公安局的卢晓
慧、县教体局的吕俊杰、县行政服务中
心的杨静静荣获二等奖（如图）。 ②9

淮阳县举办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演讲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