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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穗摇曳，机声隆隆，一场自南向北的
三夏麦收会战正在豫东大地火热展开。永
城市 180万亩小麦次第成熟，6000余台联
合收割机逐浪而行，4万余台农机参加会
战。永城市委书记李中华、市长高大立走
进田间地头，看麦收进度，访民情民意；农
业部门、镇村干部驻麦收一线，抓秸秆禁
烧，助三夏帮扶；百万农民忙抢收抢种，享
丰收狂欢。

烈日当空，收割、倒粮、装车、运送、归
仓……这幅浓墨重彩的田间麦收长卷画只
有一个主题：麦收来了！丰收来了！

麦熟一晌 虎口夺粮

6月4日天刚蒙蒙亮，陈集镇侯庄村种
植大户侯建理打开手机，看到紧急通知：

“暴雨即将来临，永城各乡镇抓紧时间组织
机收。”看到这条信息，他便再也睡不着
了。原来，6月 5日—6日夜将有大到暴雨
并伴有大风，对小麦收割十分不利。

像往年一样，侯建理包了 1000亩地，
占全村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种植麦种、小

麦和中药材，辛苦了8个多月，终于迎来了
收获的季节。“今年小麦长势特别好，如果
收割及时还好，要不然一场雨下来，一年辛
苦就白费了。”侯建理心急如焚。

侯建理下地一看，小麦已经成熟，当
天就能收割，他稍松一口气，拨通了侯庄
村党支部书记孟庆中的电话。“别急，我
保证你能在下雨前收完麦子。”孟庆中胸
有成竹地说。原来，他早已为村里的 3000
亩小麦找好“麦客”，十台联合收割机整装
待发。

上午9时，收割机准时到达，在麦浪中
来回穿梭，轰隆作业，割麦、吐粒、灭茬一气
呵成，转眼的工夫，一大块地便收割完毕。

“今年我在省农科院和市农业农村局农艺
师们的指导建议下，种植百农 4199、百农
1860，育种 200余亩，表现特别好，一亩地
最少能收 1300斤，良种一斤能卖 1.6元。”
看着小麦颗粒归仓，侯建理丰收的喜悦溢
于言表。

如此大面积种植的小麦，怎样保障种粮
的质量？原来，侯建理承包的土地集中，适
宜集中管理、标准化生产，所以被选为省农

科院的育种基地，实施“六统一”管理办法，
有效降低了农业生产风险，增加了收入。

“今年，我市示范种植了百农 207、新
麦 26、郑麦 7698、周麦 22 等 65 个小麦品
种，新麦 26、郑麦 22等品种，都表现不俗，
亩产超 1300斤。经过对 29个乡（镇）的测
产，今年亩产在 1000 斤左右，总产预计
89.78万吨。”永城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
师张蔷新说。为帮助农民选择适宜的种植
品种，永城市连续十余年开展了农作物新
品种试验示范展示工作，示范展示小麦品
种 400余个、玉米品种 600余个，引进推广
并成为永城市主导品种的小麦品种有 20
多个，玉米品种30多个。

行走在永城市各乡镇的田间地头，记
者听到最多的两个字便是丰收，感受最多
的情绪便是喜悦。如今，农民靠天吃饭的
局面已成过去，丰收的背后是永城市委、市
政府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农业人的
辛勤付出。

秸秆利用 变废为宝

记者继续穿行在乡村田野，蓝天白云
下，田间地头忙碌的农民和装有秸秆粉碎、
打捆装置的各类农业机械遥相辉映，绘就
了广袤田野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秸秆在别人那都没用，在俺这可是宝
贝。”刚收完麦子正等打捆的十八里镇孙元
村村民王长远坐在田间地头乐呵呵地说，

“村里联系了机械，负责给俺把秸秆打成
捆，送到附近的长青生物质发电厂，还有补
贴呢！”

位于十八里镇的广东长青生物质发电
厂是演集镇招商引资项目，投资 4.362 亿
元，占地 300亩。“电厂生产秸秆生物质燃
料块，需要大量秸秆。经过宣传引导，村民
都明白秸秆回收利用是一件多方受益的好
事，都很支持。”该村党支部书记孙景海说。

在茴村镇老闫楼村，秸秆还田已然成
为常态。“突突突……”在麦收完毕的麦田
里，灭茬机所过之处，麦茬一扫而光，秸秆
就地粉碎化作有机肥，只留下平整的土
地。“在老闫楼，农民都知道‘秸秆还田，减

少污染又肥田’，我们村秸秆还田已经持续
了七八年，这样灭过茬直接就能种了。”该
村党支部书记曹广连颇为自豪地说，“今年
三夏，我联系了五台联合收割机，收割加灭
茬，一亩地 50元，今天一天能收割 600多
亩，村里 2726亩地收割加还田，只需 4天，
麦收就能结束。”

近年来，永城市农业、农机部门积极推
广秸秆机械粉碎还田技术。今年三夏，该
市有5000余台秸秆粉碎还田机配套使用，
完成灭茬秸秆粉碎还田作业面积 170 万
亩，小麦秸秆还田和处理面积较今年进一
步扩大。

疏堵结合 守护蓝天

“经过多年的宣传引导，秸秆禁烧已深
入人心，秸秆综合利用之路也越走越宽，群
众的思想实现了从‘不敢烧’向‘不想烧、不
愿烧’的转变。”永城市三夏工作指挥部有
关负责人曹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永城市要求农机手严格作业技术规
范，确保作业质量，小麦割茬高度不得超过
10公分；演集、芒山、城厢等乡镇采取阵地
宣传、流动宣传等方式，把秸秆禁烧工作宣
传到田间地头，营造浓厚的防火氛围；十八
里镇实施网格化管理，将禁烧责任层层分
包，责任到人，到地块，一级抓一级，层层传
压力，横到边，竖到底，没有盲区，不留死
角；黄口镇对各村秸秆禁烧联防队员开展
集中培训，要求三夏期间在辖区范围内进
行全天候巡查；裴桥镇成立了应急巡防分
队，全天候值班值守，配备喷水车、强光灯、
笤帚、应急车等专门的物资，在全镇 30个
行政村进行地毯式宣传和巡逻；新桥镇号
召全镇各党支部成立党员禁烧工作队，开
展“树党旗、戴党徽、作表率”主题活动，充
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实际行动投
入到秸秆禁烧工作中。

日前，永城市委书记李中华在调研三
夏生产工作时强调，要抢抓当前有利天气，
帮助农民群众及时收割，确保夏粮颗粒归
仓；要保持高压态势，完善应急预案，持续
打赢秸秆禁烧攻坚战。

永城：三夏抢收抢种保丰收
本报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何燕子

“据气象部门预报，我市6月5日夜至6日将有大到
暴雨并伴有大风，极易造成小麦倒伏，尤其对小麦收割
十分不利……”6 月 3 日，永城市政府办驻茴村镇李
楼村第一书记孙圣华看到永城市三夏工作指挥部发
布的这条紧急通知，不禁眉头一紧。

村里 900多亩小麦开镰在即，但联合收割机还没
到位，7户贫困户和其他群众的小麦如何颗粒归仓？

雨情就是命令。孙圣华立即和村“两委”商议，
经过一番周折，终于联系上了安徽省萧县的 4台联合
收割机，谈拢价格，约定 6月 5日进村割麦。

6 月 4 日，骄阳似火，全村的小麦再次被高温
“眷顾”，麦粒熟透，具备收割条件。与此同时，孙
圣华带领驻村扶贫工作队为每一户贫困户送去了 200
元三夏帮扶资金。6 月 5 日一大早，全村人翘首以盼
的联合收割机如约而至。

开镰！孙圣华帮助 4 名农机手分别确定收割地
块，并特别叮嘱：优先收割贫困户的小麦！

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麦浪间纵横驰骋了一上午，
战果颇丰。全村小麦收割近半，而 7户贫困户的小麦
有 5户已经颗粒归仓。

又一条紧急通知传来——夜间有大到暴雨。孙圣
华认真阅读后，成竹在胸。下午，天气转阴闷热，
乌云逐渐增多，小麦抢收战愈发激烈。

“先割那块地，那是王得风老人的小麦。”“好，
这就下地割。”孙圣华右手一指，和农机手沟通后，
联合收割机开始作业。站在一旁的王得风看着孙圣
华，双眼盈满对党和政府的感激。

建档立卡贫困户王得风今年 81 岁，是独居老
人，身子骨还算硬朗，但有些驼背，已干不了农
活。这时候收割的正是老人的 2 亩小麦。亩数不多，
却是他全年的收入来源。

“不能让贫困户受损失！”孙圣华说罢，便和该
村党支部书记张兴安以及王得风一起走进麦地。

联合收割机的卸粮筒开启，金黄的麦粒顷刻间倒
进三轮车内。王得风赶紧抓一把饱满的麦粒，闻一
闻，瞅一瞅，“比往年的收成都要好，一亩地能产
1000多斤！”欢声笑语顿时在田间地头传开。

路旁，另一户贫困户訾学中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夸
赞：“孙圣华书记非常负责，为俺村修路，搞种植、
养殖，还帮俺们贫困户收麦子，真是大事小事都操
心！”

“老訾，你别夸我了。马上收你家的麦，准备
好三轮车吧……”孙圣华话音刚落，又是一阵欢声
笑语。

虎口夺粮帮扶记
本报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聂 政

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当前正值三夏生产之际，示范
区提前做好应急预案，突出重点，及早谋划，明确任务，迅
速行动，全面检查农资储备，广泛开展技术指导，科学调
配农机力量，加大禁烧秸秆宣传力度，全力以赴做好三
夏生产各项工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该区社会事务局牵头明确各单位责任，落实网格化
责任制度；组织各单位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 全面落实
区包乡、乡包村、村包组、组包户、户包地块五级责任。营
造禁烧氛围。积极开展秸秆禁烧宣传活动，印发禁烧宣
传资料，目前已发放宣传单10万余张，悬挂宣传横幅600
多条。抽调专职人员，线上充分利用“蓝天卫士”监控平
台，通过有力技术手段实现 24小时不间断管控，线下充
分发挥人员作用，协调各公安分局、派出所抽调人员协助
村级应急小分队，不间断对本村进行全面巡逻，通过线上
和线下同时进行，确保管控成效。

平台街道上下已逐级召开动员会，镇村组三级干部
全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组织宣传培训600多人次，发送
禁烧微信100条，悬挂禁烧条幅200多条，印发《严禁焚烧
农作物秸秆告知书》1500份，签订目标责任书42份，划分
318个责任人网格，配备宣传车 52辆，设置执勤卡点 63
处，每个卡点备有旋耕耙、灭火器、铁锨、水桶等灭火器
材。平安街道成立了25人应急分队，各村结合实际设立
防火点，成立不少于10人的防火巡查队，责任到人，对田
块实行24小时值守。组织流动宣传车2辆、制作横幅60
条、发放宣传单 6000份，保证村村有宣传，户户知禁烧。
并对本辖区进行 24小时不间断巡查，出现问题及时上
报、妥善处理。

中州街道制作宣传磁带60盘，开通村头大喇叭不间
断播放，组织10辆宣传车，每天出动60余辆次，悬挂横幅

400余幅，发放明白纸1万余份，发放《致辖区农民朋友的
一封信》1万余份，入户率达 100%，给辖区中小学生发放
禁烧秸杆宣传册 5万余份。充分准备，备足物资。租用
36台旋耕耙、3辆消防车、购买 50个灭火器随时备用；成
立80人的巡逻队和80人应急小分队，逐村逐地块进行排
查。把麦田分成若干网络，明确责任人，24小时监管。
目前，已设置秸秆禁烧执勤点 13个，配齐灭火器、洒水
车、铁锨、扫把等，发放秸秆禁烧告知书 5000余份，悬挂
横幅75幅，出动宣传车60多辆次。

民安街道明确带班领导24小时值班，成立应急小分
队，随时处理突发事件。运用多种手段进行广泛宣传，悬
挂条幅78条、印发彩页7000份，利用广播喇叭和15辆宣
传车上不间断播放《告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多方组织收
割机、播种机，备齐备足化肥、良种，进行抢收抢种。张阁
镇划分三级网格，明确责任人，每村设立1至2个防火点，
成立不少于10人的应急队，24小时严盯死守；城管大队、
双违综合执法大队，强化机动巡查；明确蓝天卫士值班人
员 24小时轮流值守，全天候、无死角监控。周集乡 15个
行政村 56个自然村安装喇叭定时播放，制作宣传条幅
1045条，购买遮阳伞 105个，购买消防器材 334个。贾寨
镇成立指挥部和10个工作组，实行村“两委”干部包地块
责任制，做到人员、职责、措施、机具四落实。

示范区相关部门做好秸秆综合利用的技术推广和技
术服务工作，加强秸秆综合利用新技术的示范推广，提高
秸秆综合利用率，实现禁烧工作标本兼治，从根本上消除
焚烧隐患，将秸秆利用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通过将秸秆
变废为宝，持续强化秸秆禁烧工作，决不允许反弹，继续
保持“零火点”“零火情”的工作态势。目前，全区三夏生
产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示范区全力备战三夏生产

眼下，示范区贾寨
镇 6.48 万亩小麦长势良
好，穗大籽饱，陆续进
入收割期，墒情较好，
群众抢收抢种。图为 6
月 8 日，一台收割机正
在田间作业。陈云乐 摄

本报讯（记者 李 奇） 6月 5日，示范区开展“安全生
产月”系列活动，普及安全知识，强化安全意识，营造安全
氛围。

据了解，示范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积极联合相关部门
对学校、企业、大型商场、建筑工地等可能存在隐患的场
所，开展专项检查活动。组成督查组 40个，执法检查组 2
个，检查单位517家，暗访检查单位场所11家，查出一般安
全隐患 755项，已整改 657项，临时查封单位 4家，联合惩
戒失信企业2家；开展“防风险保平安迎大庆”消防安全执
法检查专项行动，检查单位97家，发现火灾隐患154处，整
改109处，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92份。同时，开展“安全生
产月”现场宣传咨询活动，引导企业对照标准开展风险分级
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印制《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八进”》
宣传手册 3万册，到各企业开展宣讲 20余次，受教育职工
1600余人；到火车南站、“商丘好人”文化广场等公共场所
设立安全生产咨询台4个，摆放宣传展板12块，发放宣传折
页 2000余份、宣传册 1200余份，回答广大群众问题咨询 30
余项；发放雨伞、围裙、汗衫等安全宣传纪念品 500余份。
并组织“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宣教活动，讲解安全法
规与技术规范，普及安全知识。

“示范区党工委坚决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安全发
展理念，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今年以来，我们认
真学习贵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
国家、省、市各级领导关于安全生产的指示批示精神，
把安全生产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扛牢政治责任，
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决心做到一个确保、两个健全、
三个深入、四个突出、五个强力推进，确保安全生产各
项工作顺利开展，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通过
全区上下不懈的努力，实现示范区安全发展、跨越发
展，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示范区党工
委书记何振岭表示。

示范区

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近期，示范区认真贯彻落实省
政府“12 · 17”重大火灾事故调查处理意见，深刻剖析事故
原因，举一反三，查找当前安全生产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全
面推进以案促改工作，对下一步安全生产专项以案促改工作
进行部署。

示范区要求，要汲取教训，高度警醒，牢固树立安全发
展的思想，强化安全生产的“四个”意识，切实维护好人民
群众的安全。要紧紧抓住责任制这个关键，进一步落实领导
责任、监管责任和企业的主体责任，夯实企业全员岗位责
任，强化企业教育培训责任，落实企业隐患治理责任。要从
严开展安全生产霹雳行动和四大攻坚行动，深入开展“防风
险保平安迎大庆”消防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动，抓实做好液
化石油气安全、旅游客运车辆管理、租赁厂房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和建筑施工（特别是农民自建房）、交通运输、有限空
间、涉氨制冷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工作，积极推动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确保年底实现 11个行业部门全覆盖，有效
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为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活动创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示范区

落实安全生产专项以案促改工作

为使职工感受到浓厚的端午节氛围，近日，永城供电公
司组织职工在职工食堂举行“粽叶飘香、品味端午”包粽子
比赛。 王 蕾 摄

近日，永城市公交公司职工在公交站点帮助老人乘车。
据了解，为提升公交服务水平，树立良好的窗口形象，永城
市公交公司组织职工开展“情满公交”志愿服务活动，为乘
客提供乘车线路咨询、维持乘车秩序、宣传文明乘车等志愿
服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杜伟菘 摄

一台麦秸打捆机正在田间作业。 孙海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