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沧州的秸秆收购商董师傅

今年三夏组织
!"

多名工人开着
#

辆大型打捆机! 第一次到西华县东

王营乡收购秸秆 "

$

月
%#

日下午 !

他们正忙着将收购的
!""

吨秸秆打

捆装车! 然后运往山东一家造车厂

卖掉"

今年春节过后! 董师傅来到西

华考察!看到当地是小麦主产区!秸

秆资源丰富!便决定来这里收秸秆"

今年
$

月
%

日! 他带领人车赶到东

王营! 开始在收割后的麦田里为秸

秆打捆" 由于几台打捆机先后出现

故障! 一定程度上耽误了黄金收购

时段 ! 麦收结束后 ! 他们收购了

!"""

亩地约
!""

吨的秸秆"

#收购量少!成本高" $董师傅算

了一笔账%打捆免费!每捆还要付给

农民
&

角钱&在当地租用
%&

亩麦茬

地存放麦秸捆 ! 加上长途运费 !这

!""

吨秸秆成本约
'

万元"

董师傅告诉记者!正常情况下!

#

台打捆机可吃掉
&"""

亩麦田留

下的秸秆"如果达到这个收购量!还

是有利可图的"

今年麦收! 董师傅收秸秆没赚

到钱! 但他表示明年还会来这里收

购"临走时!董师傅有个建议想通过

媒体呼吁一下"他说!把秸秆打捆收

购! 是秸秆综合利用的一个重要的

途径" 但是由于成本高!利润小!收

购商都不太积极" 他建议政府出台

政策!补贴收购商!鼓励他们积极收

购!这样既能有效减少秸秆焚烧!增

加农民收入! 又提高了秸秆综合利

用率"

河北人西华收秸秆
记者 张猛

麦收工作已经结束! 可扶沟县韭

园镇小岗行政村村民杨建华的忙碌却

还要持续一阵子! 他的主要任务是把

收来的麦秸碾压瓷实"

见到杨建华时!他正在自己的场里

碾麦秸! 大大的汗珠一颗颗地从他黝

黑的脸膛上滴落! 看上去是那么的酣

畅淋漓! 手扶小四轮像脱缰的马儿跑

了一圈又一圈"

在高高的麦秸垛旁边! 杨建华兴

奋地说%'今年开始得有些仓促! 没敢

收太多麦秸!就这也累得够呛" $

'为什么不借助于机械呢( $记者

问"

'这就是我今年失误的地方" $杨

建华惋惜地说%'没想到会这么累" 搞

秸秆收购不愁货源!销路也多!我有很

多朋友做这生意"看他们很自在!我今

年也学着弄了些" 可开始的时候怕投

入多回报低!没敢投资买机械!结果很

多活儿都得人力干! 可把我两口子累

坏了" $

'你收的麦秸往哪卖( $记者好奇

地问"

'现在还不卖!主要是存麦秸" 由

于现在麦收的流程变了! 所以很多打

捆后的麦秸不能被充分压实! 麦秸的

芯里一旦进了水就会发生霉变! 到时

候就一钱不值了" 现在我把它碾压瓷

实!然后再垛起来!不管卖给养殖户还

是拉往外地的造纸厂! 没有碾压过的

麦秸是没人要的" $

'你的秸秆都卖给谁( $记者问"

'现在的秸秆不愁卖!市场价都
'

毛多钱一斤了! 我这一垛麦秸能卖万

把块钱呢) 鄢陵县的一家毛驴养殖户

早就联系我了!宝乐奶业也来收购"实

在不行!就卖给河北的造纸厂!人家是

大厂家!只要质量好!你有多少麦秸都

能卖掉" $

这么累!利润又不高!这样的生意

似乎没有多少吸引力"

可在杨建华看来不是这样" '今年

累!主要是吃了没有机械的亏!明年我

准备买
!

台抓机!按目前的情况看!明

年收秸秆我能挣五六万元呢) $

听着杨建华的计划! 记者仿佛感

觉到眼前这一垛麦秸不是草! 而是黄

金"

杨建华说%'风险是有的" 这么大

的一垛秸秆!如果起火就麻烦了!你看

我把旁边喷灌机房的钥匙都时刻带在

身上!不敢离身!以防万一" $

杨建华的致富计划
记者 王泉林 通讯员 史晓康

本报讯 *记者 王泉林 + 曾经让

农民无处安放的作物秸秆 !如今在扶

沟成了抢手货 , 作为生物燃料发电 !

作为饲草喂养牲畜 !作为还田用的肥

料 !作为造纸用的原料--秸秆综合

利用发挥效益 ! 每亩能为农民增收

'""

多元 "

'这一车麦秸能卖二三百元!我一

天能拉三四趟! 收入千把块钱不是问

题" $昨天!在扶沟县国能生物发电有

限公司 !农牧场的秸秆 '经纪人 $范玩

兴奋地对记者说"在国能公司院内!装

满麦秸的大小车辆排起了长龙! 等着

工作人员过磅.付款"

!""(

年!扶沟县

引进了北京国能生物发电项目! 以生

物质秸秆为原料! 向社会提供绿色电

能"自投产以来!国能生物发电有限公

司每年消耗秸秆等农林废弃物
%&

万

吨! 仅秸秆收购一项每年就能为扶沟

农民带来直接经济收入
!&""

万元" 如

今!麦秸.玉米芯.辣椒秆.豆秆.稻壳.

花生壳等都成了国能生物发电公司的

重要原料!也成了农民手中的宝贝"为

了便于秸秆收集!该公司还免费为'经

纪人$ 提供打捆机" 为推进秸秆的综

合利用! 扶沟县农牧场大力推广秸秆

打捆回收利用 ! 规定凡打捆率超过

&")

的行政村可给予每亩
!

元钱的奖

励"

饲草也是秸秆在扶沟的一个重要

用途" 扶沟县宝乐奶业公司饲养着上

千头奶牛"公司每年都要拿出
'"

万元

资金!收购
(""

多万斤作物秸秆 !用
&

个总储量为
*(""

立方米的青贮氨化

池进行氨化处理" 秸秆被用作饲料喂

养牲畜后!产生的粪便被发酵还田!成

为优质的有机肥料" 韭园镇 '骏马庄

园$院内也堆满了麦秸!这个庄园的经

营者养殖了
%"

多匹骏马!一方面用于

商业宣传!一方面用于顾客骑乘体验"

麦秸是这些骏马的主要饲草"

据了解! 目前在扶沟仅国能生物

发电有限公司就能消化该县东北部

六七个乡镇的秸秆" 韭园镇
*")

的秸

秆都被回收 ! 相当一部分提供给了

周围的养殖户当作饲草 ! 而北部部

分乡镇的秸秆多被粉碎还田! 用作肥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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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市民办名校系列报道之七

励志博学兴名校 踌躇满志绘蓝图
///记迅速发展中的蓝天小学

!!!!!!

河南省项城市蓝天小学是经项城市教育局批准的一所民

办公助寄宿式小学" 蓝天小学建校以来! 已由当初的
$

个教

学班
%""

多名学生! 发展到现在的
,*

个教学班
',""

多名学

生! 走出了一条具有 '蓝天$ 特色的民办学校新路子" 学校

通过树立先进的办学理念! 打造一流的管理团队! 凝聚优秀

的教师群体! 形成了独特的办学优势!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

龄儿童"

蓝天小学在不断强化基础教学的同时! 在教育教学改革.

新课程建设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历程中! 展现了以人为本的

办学特色" 蓝天小学
!""(

年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开办了 '核

心爆破英语$ 课程! 通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 已被北京师范

大学正式授予 '核心爆破英语$ 教学实验基地" 为进一步培养

学生创造性学习和发展性学习! 学校开设了音乐. 舞蹈. 书

法. 手工等特色课程! 并根据学生的兴趣开设小记者. 主持

人. 科技制作. 球类. 田径. 象棋等
!"

余种课程! 使孩子们

在快乐当中学到了知识"

蓝天小学创建以来! 一直把师资队伍建设放在创建名校第

一位" 学校现有教职工
!""

余名!其中任课教师
%'(

名!学历全

部达到中师以上!本科学历
,'

人!专科学历
$&

人!其中特级教

师
!

人!小学高级教师
!'

人!一级教师
$(

人!省.市级优质课教

师
&$

人!省.市级骨干教师
'#

人"

学校建校以来!先后为市区中学输送高素质学生
&"""

余

名" 在项城市委宣传部.共青团.市教育局.市体育局举办的各

种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多次获奖"学校相继被评为'河

南省民办教育先进单位$. '河南省民办基础教育最具创新力

榜样学校$.'河南省民办教育特色学校$. '河南省民办教育系

统校园安全工作先进单位$.'改革开放三十年河南省民办学校

先进单位$.'北京师范大学0核心爆破英语1实验基地$.'周口

市先进办学单位$.'周口市示范学校$.'周口市德育工作先进

集体$.'周口市卫生工作先进单位$.'周口市青少年科技教育

示范学校$.周口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先进单位$!周口市.

项城市'民办教育先进单位$.'市级文明学校$.'目标管理先进

单位$.'艺术工作先进单位$.'大课间活动示范性学校$.'教育

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少先队工作先进单位$.'基础教育教学

教研工作先进单位$.'中国社会组织评估等级为五
-

级学校$"

!本报记者"

宏林学校! 创河南名校 育一流人才
!!!!!!

项城市宏林学校位于光武大道文广新局东侧! 占地
$"

余亩! 环境幽雅! 景色秀丽! 三区分明! 有教学楼
!

栋! 可

以容纳
%""

个教学班! 餐厅楼
%

栋! 宿舍楼
'

栋! 教室和寝

室均装有空调! 高标准物理化学实验室各
!

个! 电子备课室

'

个! 电子阅览室
!

个" 学校各功能区布局合理! 无线网络

遍布校园! 各种现代化教学设施一应俱全"

学校拥有一大批国家. 省. 市级优秀教师! 学历均达到

国家标准& 教师队伍师德高尚! 业务精良! 能教善导" 学校

拥有一支充满人文关怀. 深谙管理艺术. 富有育人智慧的领

导班子队伍"

学校以小班教学. 高效课堂. 文化关怀作为发展途径!

立足常规教学! 实施精细管理! 聚焦高效课堂! 争创学科品

牌! 突出课程改革特色" 学校构建了较为完备的 '体验式$

高效课堂体系. '个性发展式$ 校本课程体系和 '终身学习

式$ 教师专业发展体系" '探究. 体验. 生成. 发展$ 已成

为项城宏林学校课堂教学的核心理念! 拓宽学生的视野! 陶

冶学生的情操! 激发学生进取的热情! 让他们快乐地成长!

学生的能力与素质. 兴趣与个性. 思维与品格在课堂上均得

到充分培养"

学校多年来规范管理! 努力拼搏! 升学质量在项城市居

领先地位! 赢得了社会的好评! 也获得了上级的嘉奖! 曾荣

获 '项城市学校管理先进单位$. '项城市文明学校$. '项

城市教学质量先进单位$. '周口市优秀民办学校$. '周口

市德育工作先进单位$. '周口市规范化管理学校$. '河南

省留守儿童示范基地$. '省级卫生先进单位$. '河南省五

好团支部$. '河南省示范家长学校$. '河南省优秀民办学

校$ 等几十项殊荣"

项城宏林学校在校长程长江的带领下! 正以创建河南名

校为目标! 秉持 '博学笃行. 盛德日新$ 的校训! 敢于竞

争! 善于转化! 聚精会神! 科学发展! 全面提升办学水平!

努力开创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本报记者"

项城市民办名校系列报道之八

本报讯 *记者 窦娜+ 自从西华

县高中女生张静珂烫伤以后! 社会各

界一直给予她很大关心和帮助"

$

月

!"

日! 受副市长洪利民的委托! 市政

府副秘书长宋力带领市民政局. 市慈

善总会相关负责人来到位于驻马店的

第一五九中心医院看望住院治疗的张

静珂 ! 并为她送去了
!

万元的慰问

金"

今年五一期间! 西华一高高三女

生张静珂到父母经营的油条摊帮忙时

突然晕倒! 双手一下子按进了滚烫的

油锅中! 油锅倾倒! 一锅沸腾的油全

部倒在了身上" 经医院诊断! 张静珂

深度烧伤面积在
$')

以上 " 据了解 !

张静珂父母的身体不好! 主要靠走街

串巷卖油条为生! 收入微薄"

从媒体上了解到张静珂的情况后!

洪利民一直牵挂着她的病情" 当日! 带

着慰问品和慰问金! 宋力一行前往驻马

店看望张静珂" 在病房内! 宋力向张静

珂及其家人表达了市领导及社会各界的

问候! 并鼓励张静珂在困难面前不要退

缩! 要树立生活信心! 早日战胜病魔!

重获健康"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关心和帮

助! 张静珂家人一再表示感谢"

据介绍! 目前张静珂病情稳定"

社会各界关爱西华烧伤女孩

本报讯 *记者 张猛 通讯员 张

翔+

$

月
%#

日!西华县农业局一位负

责人告诉记者!经过近几年的大力宣

传引导和不断摸索总结经验! 全县

%"'

万亩小麦秸秆都找到了合适的出

路" 今年麦收!全县近
(")

的秸秆还

田!

!.%$

万吨秸秆被企业收购! 秸秆

综合利用率达
%"")

"

近几年来!西华县农业部门以推

进秸秆循环利用. 转化增值为重点!

逐步形成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因

地制宜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全面

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探索出了一条

秸秆综合利用的新路子&通过自主创

新.积极外联的方式!促使废弃秸秆

化害为利.变废为宝!使农民.企业.

政府多方受益"

引进秸秆项目" 该县提前为麦

收后的小麦秸秆找出路! 积极筛选

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千方百计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 经过多方努力! 成

功引进河南汇通生态板业项目" 该

项目总投资
'

亿元! 主要把废弃的

秸秆用于制造板材! 建成后年产板

材
%!

万立方米! 每年可消化
,&

万

亩小麦秸秆"

秸秆直接还田"该县通过及时召

开秸秆还田现场会!大力宣传.正面

引导农民秸秆还田!提高土壤有机质

含量!培肥地力&坚持把秸秆还田作

为综合利用的主渠道! 强化机械配

备!鼓励专业合作社.种粮大户积极

购买大中型拖拉机及配套还田机械!

并在上级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对大型

秸秆还田机械给予适当的作业补助&

开展秸秆还田示范推广!建立秸秆还

田示范乡镇! 大力推广秸秆还田技

术!扩大还田面积!要求收割机械不

安装秸秆粉碎装置不得下地收割"目

前!该县秸秆还田面积呈逐年增加趋

势"

大力发展畜牧养殖" 该县把收

获后的秸秆打捆储存! 并进行氨化.

微贮和加工! 作为发展食草家畜饲

料! 同时积极推广秸秆饲料! 扩大

过腹还田面积" 据统计! 全县存栏

肉 *奶+ 牛
!

万头! 按每头每天消

化
$

斤秸秆计算! 一年可消化
%"

万

亩小麦秸秆"

加大秸秆收购力度" 目前!该县

设立秸秆收购点
&,

个! 收购小麦秸

秆
!%$""

吨 ! 按每吨秸秆
%""

元计

算! 可为农民增加收入
!""

多万元"

小麦秸秆收购点的出现!不仅使秸秆

变废为宝.创造效益!而且在一定程

度上减轻了三夏防火禁烧的压力"

西华百万亩小麦秸秆有出路 扶沟秸秆综合利用助农增收

!!!!!!

近日#商水县举行了$安全生产月%

宣传咨询日活动#县安监局&住建局&质

监局等
%#

个相关部门现场宣传安全生

产相关知识'活动现场#县质监局共发放

宣传资料
!""

余份" *刘奇 摄+

!!!!!!

昨日# 两名老人带着孩子在市体育中心新铺设的塑胶健身道上游玩( 市体

育局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健身需求# 不断加大公共体育设施

建设的投入和管理力度# 为人民群众开展健身活动提供良好环境(

*记者 沈湛 摄+

财政部近日通知# 从
!"%&

年
&

月
%"

日起# 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

率由
&)

提高至
%%)

# 并按
".""&

元
/

支加征从量税( 据估计# 本轮烟草

消费税调整# 将使得香烟价格普遍

上涨
%")

左右( )中国的烟草税收

及潜在的经济影响* 报告则称# 我

国若每包卷烟增加从量税
%

元# 政

府财政收入将增加
$,#

亿元# 同时#

还将挽救
',"

万人的生命# 减少医

疗费用
!$.(

亿元# 并创造
##.!

亿元

的生产力收益( !据
&

月
%(

日 )广

州日报*"

据媒体报道# 重税控烟的决策

依据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世界卫

生组织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 说烟

草制品价格每提高
%")

# 可使烟草

使用减少
&)

# 希望中国将烟草税提

高至卷烟零售价格的
*")

# 而不是

目前的
,")

左右+ 二是与英国, 美

国& 德国等早就对烟草实行重税的

国家接轨(

不过#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结

果在中国似乎并不奏效 # 因为从

%##,

年到
!""#

年# 我国烟草税已经

提高了好多次# 烟民的数量和烟草

消费量却逐年增加( 直到现在中国

吸烟人数超过
'

亿# 占
%&

岁以上人

口的
!(.%)

# 每年有
%""

万人死于与

烟草相关疾病# 为世界之最(

重税为何难以控烟- 首先在市

场缺乏有效监管之下# 重税导致的

烟草价格提高# 会进一步刺激假烟

的生产# 虽然找不到我国每年假烟

销售总额的数字# 但据
&

月
$

日中

安在线报道 # 滁州琅琊警方
&

月
&

日公布一起涉案金额高达
'""

万元

的特大假烟案( 全国每年有多少这

样的 $个案%- 显然# 每包烟的价格

越高# 利润越多# 造假烟者的积极

性也越高( 其结果必然是吸烟人数

没有降低# 烟草实际消费没有下降(

其次# 烟草企业基本都是国企#

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税收# 往往允许

其推出琳琅满目的品种# 设计精美

的包装# 甚至还默许一些烟草企业

变着法地做广告( 甚至一些未成年

人拿着钱就能买到各种各样的香烟(

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重税带来的

控烟效果(

控烟要靠组合拳# 比如在公共

场合禁烟# 不允许烟草企业设计精

美包装# 烟盒上必须印刷警惕图案

和文字# 严禁烟草企业变相刊播广

告等等( 单纯涨税提价# 控烟效果

恐怕难以奏效# 没准结果又是只见

重税# 不见控烟(

"重税控烟#恐孤掌难鸣
!

岳建国

商水举行"安全生产月#

宣传咨询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