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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吃不完 手里有钱花

周口多措并举让农民富起来

本报讯 !人民日报记者 龚金星 戴

鹏 任胜利" 雨过天晴#阳光照在玉米地

里#绿油油的一望无际$ 河南周口市商

水县天华种植专业合作社%

!"

后&小伙

刘记森#脸上写满了丰收的喜悦'%麦子

大丰收#玉米又长得恁喜人#风调雨顺#

年景好啊( & 这个过去对农事不闻不问)

一心跳出 %农门 &的大学生 #如今念起

%农经&来#颇得要领$

天华种植专业合作社托管流转耕

地
#

万多亩#被当地农民誉为 %兄弟姐

妹打工去挣钱 # 天华合作社托管代种

田$ & 今年初#理事长刘天华作为基层农

民代表走进中南海#向总理转述了周口

流行的顺口溜'%种田不醹泥#打药用飞

机#麦子一般齐#产量年年提$ &

$%&"

多万亩良田沃土#数千年农耕

文化#造就了周口人的性格'爱粮如命#

惜地如金$

在周口# 无论是一望无际的田园#

还是房前路边巴掌大的寸土#都种着庄

稼$ 周口采取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

策#耕地面积为
$%&'(%&&

万亩 #比国家

下达的保有量指标
#%&#(#&)

万亩多出

)(#*+

万亩$

周口的田间地头 # 会经常看到手

拿本本 )头戴草帽 )被农民称为 %粮保

姆&的农业技术员$ 是他们打通了科技

推广%最后一公里&#一大批高产 )优质

粮食新品种在周口得到广泛应用 #占

全市麦播总面积的近
&*!

$ 全市小麦

良种覆盖率达到
!!!

以上#小麦种子产

业成为打造%中原粮仓 &的助推器 $ 去

年由周口市农科院培育的小麦品种

%周麦
%,

&百亩方实打验收平均亩产达

&%#-,

公斤 # 创造了国内最高单产纪

录$今年%周麦
%,

&以亩产
,&"(!

公斤的

成绩# 创造了小麦千亩方单产的新纪

录$

%粮食吃不完 #手里缺钱花 &#是周

口人的窘境$ 如何 %既让国家粮袋子满

满的 # 也让种粮 ) 保粮人钱袋子鼓鼓

的&* 周口进行了一系列探索'通过土地

流转# 变分散经营为规模化生产# 发展

农民合作社
$"$""

多家# 在河南省占第

一位#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在不减

少种粮面积的前提下#发展高效)生态)

无公害经济作物#土地复种指数多年稳

定在
%)".

以上# 既丰富了城乡菜篮子#

又增加了农民收入+发展各类粮食加工

企业
$"""

多家# 年加工能力近
'""

万

吨#酿酒)面粉等粮食深加工产品市场

占有率不断扩大#带动了种粮农民收入

增加$去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

多

元#增长
!.

以上$

'原载
$%

月
(

日( 人民日报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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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游客正在商水县

舒庄乡北王张村农业采摘园采摘

晚秋黄梨" 该村集观光#采摘#休

闲为一体的农业采摘园为当地农

民打开致富路! 吸引不少游客到

百亩梨园享受采摘晚秋黄梨的乐

趣" 乔连军摄

果园采摘
带动乡村游

郸城县
本报讯 !记者卢好亮 通讯员 张

立
/ $*

月
&

日# 郸城县召开县委常委

!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市委三届

九次全会精神$

会议指出 #一是抓好学习传达 $

各级党委要把学习贯彻市委三届九

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 #

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 将全会精神

层层传达到广大党员干部 + 各级领

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学深学透#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各项决策

部署上来$二是抓好贯彻落实$要牢

固树立依法治县的理念 # 加快依法

行政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进程 +要

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

理念#全面落实从严治党各项措施 #

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以全面依法治县)全面从严治党

的实效带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

三是抓好统筹推进$ 要把学习贯彻

市委三届九次全会精神#与开展%三

严三实 &专题教育和 %三查三保 &活

动结合起来#与抓好经济运行)招商

引资)项目建设)扶贫开发等工作结

合起来# 持续保持全县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
本报讯

!

月
%+

日#周口报业传媒

集团召开党委会#深入学习贯彻市委

三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

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

徐光在市委三届九次全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 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全

面推进依法治市)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的重大意义#把学习宣传贯彻市委三

届九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集团宣传

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一要深入学习

领会$ 作为新闻人#要争当党的精神

的第一领会者)第一解读者 )第一鼓

劲者)第一践行者#要先学一步)学深

一点#准确把握丰富内涵 #深刻领会

精神实质#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市委三届九次全会精神上来 $ 二要

做好宣传工作$ 充分利用三报一网#

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营造

全市学习宣传贯彻市委三届九次全

会精神的浓厚氛围# 凝聚起推进全面

依法治市)全面从严治党的社会共识$

三要狠抓落实$ 要把学习贯彻市委三

届九次全会精神与正在开展的 %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和%三查三保&活动结

合起来#严格按照全面从严治党和%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要求#着力强化问题

导向#改进工作作风#推进集团事业不

断发展$

0

本报记者
1

市中心医院
本报讯

!

月
%&

日上午# 市中心

医院召开全院中层会议# 认真传达学

习市委三届九次全会精神$

会议强调# 学习市委三届九次全

会
2

要同正在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和%三查三保&活动结合起来#充分

利用医院微信和院内网络# 把会议精

神及徐光书记重要讲话内容传达到每

位职工# 做到统筹推进# 确保常态长

效$

会议要求# 一要把学习贯彻此次

会议精神与医院当前各项工作结合起

来#融会贯通#深入落实#全力打造惠

民品牌医院#更好服务周口百姓$ 二要

当好推进依法治市的先锋队和排头

兵#对,中共周口市委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市的实施意见- 中明确的任务主

动认领) 抓好落实# 全面加强依法治

院#在学法守法用法上当好表率$ 三要

准确把握新常态下医改政策和医院发

展趋势# 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技术水

平$ 通过建立%四条绿色通道&!急性中

毒)急性心血管疾病)急诊脑卒中)急

诊呼吸重症"和开展%暖心行动&)脑卒

中筛查与防治工作# 促进医院整体业

务的提高# 为周口千万人民的健康提

供强有力的保障$

$师建华%

深入学习贯彻市委三届九次全会精神

小新村支书防禁烧
记者刘俊涛 通讯员 陈希梁

%只要想干好工作# 我一个人就能

实现秸秆禁烧工作$ &几天前#太康县

毛庄镇小新行政村的支部书记张德平

在镇村干部秸秆禁烧工作例会上 %大

放厥词&$

他怎么敢这么说* 带着好奇和疑

问#记者来到了小新行政村$

正值中午时分# 一位
3"

多岁的老

人在农田里不停地往四轮车上装着玉

米秆$

%老人家#大晌午头的#咋还在地里

拉玉米秆呀* &

%村支书张德平让拉的$&老人不满

地说#%俺这块玉米# 上午
$"

点多才收

完#人还没有到家喘口气#张德平就在

俺地头儿给俺打电话# 让俺抓紧时间

把玉米秆拉走$ 在俺村里#只要有手机

的#他事先把手机号要走#天天不停在

地里来回跑#谁家的地在哪儿#他心里

清楚得很$玉米没有收#他催你收$收罢

了#他又催你赶紧拉玉米秆#拉了玉米

秆#他又让你整地$ 整天到晚在大喇叭

上讲个不停$ 你要不按他说的做#他让

你啥也干不成$这不#大晌午头#俺不拉

不中..&

%老兄#玉米秆都在沟里了#你咋还

费劲装车上*&不一会儿#记者又碰到一

位拉玉米秆的村民$

%村支书在大喇叭上吆喝俺几回

啦# 叫俺把玉米秆拉到村里的统一存

放点$ & 这位村民光着膀子边干边说

着$

%说个事儿啊( 半晌儿#我到所有

地块又去转了几趟# 咱村玉米已经收

完了# 绝大多数玉米秆也拉到了村里

指定存放的地点了# 但还有几户没有

把玉米秆拉到指定地点..&这时#行

政村大喇叭里传出村支书张德平的声

音$

%听见了吧#趁吃午饭时间#村支书

又在大喇叭里吆喝啦$ &中年男子告诉

记者$

!互联网!电子眼"给力精耕细作
谢辛凌 王向灵

%土地深耕深松后#深度超过了
%+

厘米#这样我们再不用为秸秆发愁了#

土地也比以前更加肥沃了# 深耕深松

还有补贴# 真是太好了( &

$"

月
+

日#

在沈丘县付井镇广袤的田地里# 农民

赵老汉乐呵呵地道出心里话$

%今年#俺承揽土地深耕深松项目

的活#一点也不能马虎#得按标准深度

整地#上有电子眼紧盯#下有群众监督

着呢( &正在农田驾机忙碌深耕深松田

地的该镇农机手周大鹏接上话茬 #一

本正经地说$

坐在办公室#打开电脑#输入机械

编码# 农业机械所在的位置) 作业进

度)土地深松效果等信息就一目了然$

当日上午#笔者在县农机局办公室#看

到的这个画面就出现在该县付井镇秋

季农机深松整地现场$

在今年初农业三级扩大会议上 #

该县提出了%注入科技新元素#开创小

麦高产新纪元& 的响亮口号# 要求农

业)水利)科技)农机等涉农部门争当

%关键先生&# 负重加压# 亮 %招&献

%技&#蓄力向%精品&农业发力$

县农机局引入 %电子眼 &# 借助

%互联网
4

电子眼 &# 建立农机监测

终端 #为全县农机统一编号 #全方位

跟踪监控土地深耕深松质量 # 深耕

度一旦达不到规定的深耕深度和标

准 # 农机监测终端立即向农机手发

出 %提醒 &# 让农机监管工作更加规

范 $

该县农机局局长赵刚告诉笔者'

% 今年秋季我县共投入深松农机作

业补贴资金
+""

多万元$ 通过机耕深

松作业#土壤更加松软 #更利于蓄水 )

保墒和根系发育 #提高粮食品质和单

位面积产粮 $ 一般在同等种植条件

下 # 深松土地可实现增产
,.5$".

$

今年该县计划在辖区实施土地深松

作业
%"

万亩 # 约占全县耕地总量的

五分之一$仅此一项我县可增加农业

经济收入
%"""

万元左右$ &

县科技局利用电视 )广播 )报刊 )

微信关注平台等县域媒体开设了
$"

多期 ,小麦优质高产栽培知识讲座-#

发放科技明白纸
3

万余份# 受益群众

达
,

万余人次$

县农业局也引入 %互联网
4

电子

眼 &新科技 #在辖区
%%

个乡镇 !办事

处 ")小麦高产示范区设立 %监测点 &

%3

个 #实现了监测全覆盖 #已开始对

辖区
%)"

余家农场主 )粮食专业种植

合作社 )农民群众进行全程指导和监

控$

以强有力执法营造良好旅游环境
陈尚营

今年的国庆长假!青岛&天价虾'事

件具有一定标本意义!让&宰客'成为人

们痛心的一个关键词" 对此类不诚信行

为&零容忍'!严格执法 !是维护游客正

当权益和正常市场秩序的当务之急"

青岛大排档 &大虾
)&

元 '!口头确

认是&一份'!结账时却变身&一只'" 此

种行为!决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 &只是

价格高了一点'!明显涉嫌误导和欺骗"

对此!当地责令涉事者退还多收钱款并

处以
!

万元罚款! 正是履行监管职责#

整肃市场秩序的应有之举"

有力的监管决不可姗姗来迟" 正如

报道所示!&青岛天价大虾'事件的涉事

大排档!最近多次被游客举报 &宰客 '!

只是最近这次因被媒体报道之后才有

&

!

万元罚款'的重手" 如果监管能早些

跟上! 特别是惩罚手段能更加有力!想

必就不会有今天的屡禁不止"

一只虾不仅反映出一家排档的待

客之道! 更折射出一个地方的旅游形

象" 销售界有理论认为!每位顾客身后

约有
%+"

位亲朋好友" 赢得一位顾客的

好感 ! 就意味着赢得了
%+"

个人的好

感(得罪了一位顾客!就意味着得罪了

%+"

位顾客" &歹马害群!臭柑祸筐'!&青

岛天价大虾'事件在网络上引发数十万

条评论!对青岛甚至整个山东旅游业的

影响!显然不容轻视"

一个地方的旅游业要想获得长远

发展!着力营造诚信的旅游环境必不可

少" 特别是在国庆黄金周这样的旅游旺

季!执法监督更不能麻痹大意 #马放南

山!加强监督巡查!建立投诉快速反应

机制!帮助游客在公平#祥和的环境中

欢度节日! 也是维护当地市场秩序#打

造健康旅游业环境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中国旅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

要*提出!到&十二五'期末!我国旅游服

务质量进一步提高!旅游消费环境进一

步改善!游客满意度稳步提高 !人民群

众对旅游业发展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对

照这个目标!很显然!不少地方还有大

量工作要做!执法监管同样任重道远"

河南农信金燕卡

飞入寻常百姓家

!!!金燕 !"卡
方便你我他

国庆长假全国社会治安良好安全形势平稳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

邹伟 陈菲 "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 #全

国 社 会 稳 定 治 安 良 好 #

"#$$

余 场 )

"$%$

万群众参与的大型群众性活动

全部安全顺利举行 #全国未发生较大

以上火灾 #未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事

故 $

这是记者
&

日晚间从公安部获悉

的$

"$

月
"

日至
&

日
"'

时#全国涉及

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大幅下降 #

一次死亡
(

人以上较大事故同比减少

'

起$ 各地共查处)纠正各类交通违法

)*)+&

万起 # 其中超速
(*

万起 ) 超员

%"$$

起) 占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行驶

及停车
,*,*%

起)酒驾
*-&-

起$全国主

要高速公路和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正

常#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的道路交通

拥堵$

节日期间 #全国共发生火灾
**)'

起 #未发生较大以上火灾 $ 公安消防

部门会同相关行业 )部门 #深入开展

火灾隐患排查整治 #强化灭火和应急

救援准备 #及时有效处置火灾和灾害

事故 $ 各地共检查单位
")

万家 #发现

火灾隐患
"&

万处 # 当场整改
"*

万

处 #依法责令 %三停 &

-'$

家 +共参加灭

火救援
".%

万余起 # 营救遇险被困群

众
)%("

人 # 抢救财产价值约
&-$$

万

元 $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 今年国

庆长假出行人员多)车辆多)大型活动

多# 后期又出现台风) 雾霾等恶劣天

气#各项安保工作任务繁重$ 公安部提

前部署 )每日调度 )及时研判 #各地公

安机关结合实际细化落实各项措施 $

广大公安民警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积

极加强社会安全防范工作# 确保人民

群众在欢乐) 祥和的气氛中欢度国庆

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