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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河南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刘玉荣同志 （女 ， 身份证号 ：
412702196402143124），2017 年 12月经您本人申请，已经退出工作岗位。 由于通过
电话和实地走访等方式未能联系到您本人，特通过登报通知如下：请您本人（刘玉
荣）自登报之日起十五日内务必到我行报到并说明原因，若逾期不报到说明原因，
我行将停发工资及一切相关待遇，视情况做进一步处理。 该通知视为已经通知到
您本人，特此通知！

河南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11 日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 10 时在中原路南段中原
二手车交易市场院内三楼会议室，进行
公开拍卖标的如下：

一、拍卖标的：旧机动车。
二、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三、标的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20 年 6月 18 日 16时。
四 、报名方式 ：有意竞买者 ，请于

2020 年 6月 19日前向指定账户交纳竞
买保证金 1 万元（账户名称：河南省中

大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建设银行周
口 八 一 路 支 行 ， 账 号 ：
41050170284100000404， 保证金必须转
账，以实际到账为准，未成交者于会后
7 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竞买人
凭银行转账单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
本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五、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20
年 6月 18 日 16时。

报名电话： 17761672988
联系人：朱经理

河南省中大拍卖有限公司

2020 年 6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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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办
应急与安全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
周口市应急管理局

应急指挥中心热线电话：（0394）8286998�
生产安全事故与隐患投诉电话：12350

工作动态

������夏季是容易打雷的季节，每年出现的雷击灾害不在少数。那么，夏季我们应该
如何防雷电呢？1.打雷、闪电时，不要停留在高处或建(构)筑物顶部。2.不要在大树、
电线杆、广告牌等各类铁塔下避雨。 3.在无防雷设施的房间里，尽量不要使用家用
电器。 4.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 5.雷暴天气，最好不出门，在空旷场
地也不宜打伞，不宜把金属工具等物品扛在肩上。 ②3

知识讲堂

������本报讯（记者 张志新）6 月 11 日，全
市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

设（以下称“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
视频会议召开。 鉴于我市小微企业点多
面广、数量众多，此次会议把小微企业
“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纳入整个体系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安排、抓实抓
好，并提出了明确思路。

今年以来， 全市各地各部门在推进
“双重预防”体系建设中，精心部署，周密安
排，重点围绕“部门引导，强化工作调度；企
业主导，落实全员参与；示范引领，强化奖
惩帮扶；技术指导，落实精准管控；鼓励创
新，强化应用适用；智能支撑，落实科学提

效；常态运行，借助执行奖惩；执法推动，倒
逼责任落实”的工作思路，明确责任，细化
分工，严格对照“五有”标准，重点抓好管控
和运行，各项工作按照节点有序推进。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市 680 家危险
化学品企业及 287家规模以上工贸企业
完成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线下创建标
准再提升工作， 应急管理系统分管行业
实现了 “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全覆盖工
作，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卫生、教育、商
贸、文化旅游、公路、城建等 227 家市县
级重点行业，初步完成了“双重预防”体
系建设提质扩面线下试运行工作。

此前，在推进“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中，我市结合实际，在郸城、沈丘等地积
极探索对员工不多和技术力量不足的

小微企业出台帮扶政策 、 制订帮扶方
案、明确帮扶人员，免费培训、免费首次
专家指导、免费搭建信息平台的“三帮
三免”模式，成效明显。

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企业复产复
工后重生产、重效益，轻安全、轻预防，
全市“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按下了
“慢进键”，难度进一步增加。 下半年，要
按下“快进键”，做到“六个必须 ”，即企
业必须建、必须用、必须上线，部门必须
验收、必须执法、必须考核，确保各项创
建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下一步 ，我市将把全市 11 个产业
集聚区 （工业园区）306 家企业和交通
运输 、建筑施工 、文化旅游 、医院 、学
校 、养老机构等重点领域 1100 多个规
模以上单位纳入“双重预防”全覆盖工
作范围， 并要求其他行业领域计划在
试点单位覆盖面不少于 50%的基础上
全面推进“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推行
双重预防“三帮三免”模式正当其时。

会议上，市安委会相关人员对 《周
口市 2020 年全面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
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方案》进行了
详细解读，并通报全市 1 月至 5 月 “双
重预防”工作开展情况。

������◆全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后，淮
阳区等县市区相继召开专题工作会议， 就贯彻落实全市会议精神进行再安排、再
部署。

◆6月 10 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在一建筑工地举办“安全生产月”警示教育
周暨“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志新）为督促做好
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加油站平安度
汛，近日，鹿邑县应急管理局 7 个执法
中队组成 7 个检查组，对辖区内所有加
油站进行汛期安全全面普查。

针对危化品经营季节性特点和高

温汛期安全生产存在的薄弱环节，检查
组重点检查加油站油罐区、 加油区、卸
油口等部位安全设施及设备运行情况，
查看加油站员工教育培训记录、应急演
练组织开展情况等资料，详细了解加油
站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调阅进油卸车监
控视频并现场抽问考查员工卸油操作

规程相关知识。
检查组要求，作为危险化学品经营

企业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遵
守各项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要深入开
展隐患排查与治理，对于排查出的隐患
要制定整改措施，及时整改到位。 要加
强对员工的教育培训，确保员工熟记各
项操作规程，熟练掌握各类安全设施设
备的使用维护。要扎实开展汛期应急演
练，切实提高加油站员工的应急处置能
力。 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雷防
暴雨准备，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为防
洪救灾提供必要的物资保障。

������本报讯（记者 张志新 文/图）近日，
淮阳区应急管理局成立督查组对该区重

点受灾的 17 个乡镇“2019-2020 年冬春
救助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
救助资金及时、足额、安全发放到位。

督查组以规范资金发放程序为重

点，以确保资金发放到位为核心，采取
听取汇报、查阅资料、走访调查、入户核
实及电话抽查等多种方式，深入乡镇检

查受灾困难群众救助资料完善情况、逐
级核对资金拨付凭证、认真查看救灾资
金拨付流程和相关手续、抽查受灾困难
户救助申请、村（社）评议公示等，确保
受灾群众救助款逐个到户。

督查组要求，各乡镇要确保受灾困
难救助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要坚持公
平、公开、公正原则，突出救助重点，自
觉接受群众监督。

高温下 汛期里 加油站安全检查不放松

淮阳：督查“冬春救助” 确保资金发放到位

我市将在小微企业全面推行双重预防“三帮三免”模式

工作人员查看救助资料。。

庚 子 之 丰
———2020年河南夏粮丰收图景

隆隆的收割机一路北上，丰收的喜
悦洒满中原大地。

截至 6 月 11 日， 河南麦收已基本
结束，8500多万亩小麦颗粒归仓。“越是
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越要确
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 经历了疫
情的考验，面对小麦病害、干旱等不利
因素，特殊而难忘的庚子之年，“中原粮
仓” 河南再次交上一份丰收的答卷，稳
稳地扛起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特殊年再交丰收答卷

揭开锅盖， 氤氲而来的除了麦香，
还有那浸满丰收的喜悦。 一锅白面馍、
一桌农家菜，每年 6 月麦收时节，四世
同堂的欢声笑语都会在河南省新蔡县

狮子口村的时家小院里回荡。 而今年，
“大家长”时中龙显得格外激动。

今年 74 岁的时中龙经历过饥荒、
遭遇过水灾，但今年着实让他揪心了一
把。 正值“一喷三防”的关键期，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出门不方便，麦田春管
成了大问题。 让他放心不下的，还有远
在武汉、深圳、兰州等地的孩子们。

看着村干部将农药化肥送到家门

口，看着国家迅速控制住了疫情，时中
龙的心安稳了许多，借着这股劲，又扛
过了接连而来的小麦病害和干旱。 直
到前两天，家里 10 多亩小麦收获完毕，
一亩地千斤麦， 摩挲着饱满坚实的麦
粒，品咂着新麦蒸出的馒头，时中龙的
脸上露出了笑容。

幸福在心头洋溢，丰收的画卷在中
原大地铺开。

河南省滑县，50万亩集中连片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里，联合收割机倾泻下金
灿灿的麦粒，亩产超过 1300 斤；延津县
通郭村，千亩丰产方实打亩产超过 1710
斤，刷新全国冬小麦单产纪录。 在基层
农业部门工作近 30 年， 河南省商水县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祁勇这个农业战线

上的“老兵”，对丰收充满了信心：“春管
没落下，病害提前防，旱了水浇地，良种
抗倒伏，这么好的条件，丰收没悬念。 ”

“粮食生产这个优势、 这张王牌任
何时候都不能丢”。 作为全国重要的粮
食主产区，实现粮食生产稳定，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是河南时刻铭记、牢牢扛
稳的重任。

面对疫情，河南坚持疫情防控和春
耕生产两手抓，解决了运输难、用工难、
管理难等“卡脖子”难题，小麦长势近 3
年最好；应对干旱病害，大中型灌区开
闸放水，重大病虫害防控全覆盖，小麦
条锈病累计防治超过 6300 万亩次，是
发生面积的 2.89 倍， 赤霉病发病面积

和程度是近几年最小、最轻的一年。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 河南粮食

产量已连续 3 年超过 1300 亿斤， 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中原麦田
又将交上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河南省农业部门表示，根据农情调
度和卫星遥感监测以及各地实地调查，
今年全省 8550 万亩左右的小麦， 亩穗
数增加，穗粒数与去年持平，千粒重预
测接近常年水平，今年小麦总产单产还
将持续增长，小麦丰收已成定局。

“聪明田”扎稳丰收根基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 命脉在水
利，出路在科技。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河南把高标准
农田建设作为重要抓手，在广袤的中原
大地，现代农田水利设施和农业“黑科
技”、 互联网大数据碰撞， 黄土地变成
“聪明田”，在今年的特殊年景下，发挥
了守卫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用。

2100 亩小麦刚刚收获完毕， 实测
亩产超过 1300 斤， 对于第一年流转土
地种粮的“新手”邱守先来说，打赢这场
“漂亮仗”全靠这块“聪明田”。

邱守先流转的 2100 亩小麦， 位于
河南商水县打造的 5 万亩高标准农田
示范区内。 这里不仅有一流的农田、水
利、路网设施，还配有病虫害监测点、田
间气象站、土壤墒情监测站、物联网监
控系统等“硬核装备”，通过智能物联网
控制中心， 为农业生产提供数据监测、
信息发布、田间管理等一系列服务。 只
需一部手机， 种粮人即便远在千里之
外，都能看苗情、浇水、喷药，实现了“云

种地”。
过去种地靠经验， 现在种地看数

据， 高科技为粮食生产插上了翅膀，也
让农民挑起了“金扁担”，面对风险时更
有“安全感”。

在河南南乐县后翟村， 一排排半固
定式喷灌头像“卫士”般矗立田间，这套
“智慧水肥”系统能根据小麦生长规律、土
壤水分、土壤性质等因素进行自动灌溉，
特别是在今年病害干旱情况下， 最大程
度地减轻了小麦病害影响。 在临颍县，还
建设了 5G智慧数字农业种植区，5G 设
备的应用不仅帮助快速应对农业灾害，
还能节省 30%的化肥农药、50%的灌溉用
水、50%的人工，亩均效益提升 15%以上。

近些年， 通过行之有效的耕地保护
和规模整治， 河南省实际耕地面积在原
有基础上净增加 7.61万亩， 达到 1.22亿
亩，而且充满智慧的“聪明田”比例不断增
加。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处长
李军介绍，截至目前，河南建设高标准农
田 6320万亩，亩均提升粮食产能 150斤，
到 2025年河南将建成 8000万亩高标准
农田，稳定保障 1300亿斤以上粮食产能。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说，随着
高标准农田建设进程的加快，粮食生产
条件的不断改善，河南农业的抗逆减灾
和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扎稳了丰收
的根基。

新农人播撒丰收希望

“谁来种粮， 怎么种粮， 如何种好
粮”，粮食生产的“三问”曾困扰着不少种
粮人，效率不高、效益不好、种粮积极性
不足，给粮食安全埋下了隐忧。 然而，面

对疫情风险挑战，应对产业转型发展，一
代新农人、一批新农企走进农村，接过麦
田， 成为活跃在田间地头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播撒下岁岁丰收的希望。

丰收了，可 62 岁的种粮“老把式”
曲良贵怎么算都觉得亏大了。曲良贵是
河南南阳市宛城区谢营村农民，今年家
里的 13 亩地，他“分而种之”：2 亩多地
托管给农业公司，剩下的自己种粮。 虽
然今年丰收了， 可他算了算账发现，自
己辛苦种地的收入和托管出去的分红

几乎相当。 “活没少干、钱没多赚，亩产
还不如农业公司托管的高。 ”曲良贵感
慨，不服不行，种粮也得专业人来干。

“农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激发
了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变革，以托管、流
转形式集中土地的速度正在加快， 适度
规模经营渐入人心。”南阳市宛城区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王天海说，农业龙头企业、
农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日益成为农业生产“主力军”。

刘飞是河南一家农业公司的总经

理，公司流转了 4 万亩土地种粮，但只
负责市场对接和农事管理，整地、播种、
收割、植保等具体农业生产交给了另一
家农业社会化服务企业。在两家专业化
农业企业的携手下， 一方投入资金、管
理，制定粮食生产标准；另一方投入技
术、设备，完成农业作业，乡村麦田被打
造成为“露天工厂”。

“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
在农业生产中聚集，并合理配置，农业生
产走向专业化和现代化，效率更高，效益
更好，粮食安全更有保证。 ”刘飞说。

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农业科技的
发展，现代经营方式的注入，这片金色
的中原麦田，不仅承载着国家仓廪殷实
的希望，也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奋斗和
追梦的舞台。

在位于河南西华县的黄泛区农场，
32 岁的农业主管王慧阳轻车熟路地调
度着 30 多台收割机和数十辆运输车辆
在上万亩的麦地里作业。他的日常工作
就是按照现代农业的要求，统一品种布
局、管理农资投入、实行绿色防控，让农
业生产像工业生产一样标准统一、井然
有序。“如果说，前两代人种地是为了吃
饱饭， 我们这一代人种地是职业选择，
这片麦田就是我们的事业和展现自我

的舞台。 ”王慧阳说。
“专业人干专业事”，如今，河南各

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达 28 万家，其
中农民专业合作社 18 万家， 从耕种到
田管，再到收获、销售、加工，新农人正
在重绘农业生产的新图景，耕耘着粮安
天下的希望。

（新华社郑州 6月 11日电）

新华社记者 王丁 宋晓东 韩朝阳

遗失声明
������●密思远不慎将毕业生就业协议
书 （编号：202072860462）、2020 届毕业
生 双 向 选 择 就 业 推 荐 表 （编 号 ：
72860462）丢失，声明作废。

2020 年 6月 12日
●刘长友不慎将医师资格证书丢

失， 证号：200541110412727751012457，
声明作废。

2020 年 6月 12日
●朱立霞不慎将西华县领秀新城

15 栋 2 单元 402 室房款收据丢失 ，编

号 ：1121430， 金额 ：80000 元 ； 编号 ：
1121424，金额：163888 元，声明作废。

2020 年 6月 12日
●周口市跨世纪运输有限公司豫

P5D32 挂 营 运 证 丢 失 ， 证 号 ：
411620020285,声明作废。

2020 年 6月 12日
●鹿邑县满意禽业有限公司公章、

法人（朱纪涛）印鉴章丢失，声明作废。
2020 年 6月 12日

逾期交房风险告知书
尊敬的联盟新城 2# 地块一期业主：

您好！
首先感谢您对项目的支持和关

注 ，您所购买的房屋 ，因受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而停工数日，施工进度影
响了项目的竣工日期，在此很抱歉地
通知您：联盟新城 2# 地块一期（建业

香槟圣园）将延期交付，具体交房日期
以我公司向您发出的房屋交付通知

书为准。 由此给您造成的不便， 我们
深感抱歉，还望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

特此通知！
河南宋基投资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

2020 年 6月 12日

声 明
������皇行军不慎将淮阳县建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开出的建业桂园四期立方
世界储藏室收据丢失， 房号为四期储藏室 24 号、50 号、52 号、53 号、60 号、68
号，票据号：1038500，金额：8175 元；票据号：1038519，金额：5131 元；票据号：
1038503，金额：8175 元；票据号 ：1038504，金额 ：7874 元 ；票据号 ：1038505，金
额：6184 元；票据号：1038508，金额：6600 元，声明作废。

2020 年 6月 12日

在河南省黄泛区农场九分场，收割机在麦田中作业（6 月 2 日摄，无人机照
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