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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艾祈福瑞，为受助生送祥和，书画展
寄寓爱国情思，定点帮扶村里粽情四溢……
商丘师范学院端午节期间开展丰富多彩的节
日活动，在校内外营造了传统节日浓厚气氛。

6月 6日，该校国际教育学院师生党员代
表等 60余人到定点帮扶村肖庄村开展“喜迎
建国 70周年暨浓情端午节，扶贫暖人心”主
题党日活动。当热气腾腾的粽子被送到帮扶
对象家中时，他们感动不已。6月6日，该校
学生社团还在梁园校区举办“端午粽香飘，
爱心伴成长”活动暨 2019上半年“一元钱”
爱心基金帮扶活动。据介绍，“一元钱”爱心
基金帮扶活动已开展十余年，旨在将微小的
善举转化为受助学子前行的力量。学生通过
包粽子的形式在端午佳节中感受到了学校的
温暖。6月5日，该校美术学院举办“艺绘端
午，盛情商师”主题书画展，该活动通过展
示 50余幅绘画、书法等端午节作品寄寓爱国
情思。

6月 7日，该校学生社团大学生通讯社在
梁园校区举办了“五月艾情”端午赠艾活
动，送出艾草300余束。

商丘师范学院：

端午节粽情赠艾
文/图 本报记者 白鹏 实习生 李梦圆

6月7日端午节当天，驻商中建一局三公司组织人员慰问假期坚持在
爱琴海项目工地一线的劳动者。此次活动为一线工友们发放了粽子、藿香
正气水等，让劳动者体会到社会温暖。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昨日，省人大代表胡业勇的劳模团队的大型麦秸收割打捆机在宁陵县华堡镇胡庄村麦田里作
业。连日来，该劳模团队利用大型机械义务为农户回收麦秸储藏搞养牛，这样既有效地防止了麦秸
焚烧，又解决了养殖缺少粗饲料的难题，增收增效又环保。 吕忠箱 摄

本报讯（申思广）“师傅，这
块地里有电杆拉线，在收割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警示标识，防止误碰，
造成断杆、倒杆引发事故……”6
月3日，在民权县双塔乡关帝庙村
南麦田处，双塔供电所职工正在向
收割机驾驶员宣传安全用电知识，
提高电力设备保护意识。

当前正值“三夏”麦收时节，
农村用电也迎来了用电高峰，大量
麦收人员和大型收割机集中作业，
配网设备面临较大的人身触电安全
风险和电气设备引发的火灾隐患。
民权县供电公司为确保“平安麦
收”，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
启动了配网设备安全大排查活动。
重点排查田间地头和交通道路上的
杆塔、拉线、弧垂和安全警示标
识，防止发生倒杆、断线和人员、
收割机触电现象发生；对农灌台区
采取临时断电的方式，防止发生用
电事故；对农村麦收场所，排查漏

电保护器装置情况，采用红外测温
的方式，检查配电线路是否有发
热、裸露等情况，确保低压设备用
电安全；对存在安全风险的地点进
行登记建档、严密监控，在作业集
中时段安排专人蹲防，对违章作业
进行制止，对设备故障及时消除。
同时，发动各级配电运检人员，重
点动员乡所运维人员，深入到田间
地头以悬挂安全用电标语、发放安
全用电“联系卡”、张贴安全漫画等
方式，加大安全用电的宣传力度；在

“三级微信群”转发编辑好的安全用
电常识和麦收安全注意事项，提高
麦收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

此外，该公司在 15 个基层供
电所实行 24小时值班，为麦收用
电开辟“绿色通道”，实施“一站
式”办理；组织党员服务队上门帮
助农民检修脱粒机、扬场扇等用电
设备，取缔私拉乱接，为麦收用电
提供“保姆式”服务。

民权县供电公司

“零距离”服务麦收安全用电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王自
力） 端午到，粽香飘。6月 7日至 8日，
民权县花园乡赵洪坡民俗文化村举行首
届“观民俗、包粽子、坐花轿”为主题
的民俗文化活动，为当地的民俗端午增
添了浓浓的传统色彩。

走进古色古香的村庄门楼，迎面而
来的是五颜六色的风车长廊，让人见之
心情愉悦，浪漫的紫藤花海惹得游客争
相拍照，一个个别具风味的油纸伞仿佛
让人回到戴望舒笔下的雨巷。

活动开始前，只见花园乡文化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为现场的游客普及端午知
识，让大家了解端午节的相关来历、传
说故事和习俗活动，感受传统节日折射
出的浓郁文化气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和传统美德教育，让在场的游客感受中
华民族传统节日。

步入赵洪坡村文化街，浓浓的端午
节味扑面而来：手拿粽子的孩子，身穿
各式汉服的少男少女，打着油纸伞的姑
娘，两边随处可见具有地方民俗特色的
农耕文化和独具特色的明清风格建筑，
其中，一面墙通过墙画和农耕用具的结
合，营造出了3D效果，瞬时唤起成人孩
童时代的回忆。

7 日上午 9 点，包粽子活动正式开
始，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们围在一起，
只见她们灵巧的双手上下翻飞，填糯
米、放红枣、扎线……一时间粽叶舞
动，麻绳穿梭。不一会儿， 就包好了一
个个棱角分明、外形美观、各具特色的

粽子。
“今天这个活动搞得好，我今天包了

28 个粽子，包粽子不仅活跃了节日气
氛，也让乡邻们在欢乐的比赛中传递了
乡情。”游客范学艳高兴得合不拢嘴。
活动现场，花园乡财政所青年志愿者丁
辉、李丽还为游客现场展示了包粽子的
技艺，各种形状的粽子惹人喜爱，吸引
了不少游客的目光 ，让游客充分感受传
统节日“端午节”的氛围。

赵洪坡村美食小吃街更是人山人
海，锅贴生煎、甜面糕、大块凉皮……
传统小吃受到不少游客的青睐。

花园乡党委书记张玉栋介绍，近年
来，赵洪坡村通过挖掘地域文化底蕴，
深入实施乡村旅游战略和发展民俗风

情、农家名吃、农耕文化，为乡村旅游
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元素，使今日的赵洪
坡村成为了集乡村生态旅游、民俗文化
体验于一体的宜居宜游新村。

“你看，村里的醉湖游乐广场上，还
有丰富多彩的‘坐花轿’民俗活动呢，
让游客感受了浓浓的民俗氛围。”该乡乡
长杨德志说。

刚刚体验过坐花轿的游客周美芝
说：“自己结婚时没坐花轿，现在感受一
下觉得挺不错的。在花轿里一颠一颠的
挺舒服，还有就是穿上村里的民族服饰
感觉人都变漂亮了。”

粽子飘香，气氛和谐。此次活动不
仅使广大游客感受到了浓浓的传统文化
氛围，还增进了当地乡村旅游发展。

观民俗 包粽子 坐花轿

赵洪坡村举办端午节民俗文化活动

退休之后，随着年龄增大，记忆力也逐渐差了。6月4
日，我在市团结路步行街站牌乘坐 23路公交车，到华夏
路的家属院下车，不料却将装有200多元药品和医保卡的
布兜遗忘在公交车的座位上，直到晚上6点多钟才想起此
事。

第二天一早，我便写了一个简单的情况说明与手机
联系方式，交给了第一班在家属院门口路过的 23路 0715
号车长叶燕玲。没想到，我在寻找遗失在公交车上的药
品及医保卡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串儿令人感动的故事。

据后来了解到，23 路 0715 号车长叶燕玲在接到我
寻找遗失的药品及医保卡“情况说明”之后，便利用
公交车终点站停车的短暂时间，与该公司 23 路管理员
刘海宝取得联系。此时，管理员刘海宝的答复是：6
月 5 日上午 12 时左右，23 路 1933 号车长闫明欣在公交
车终点站清理汽车时捡到了遗失的物品，便当即与管
理员刘海宝取得了联系，并把物品交给了管理员刘海
宝。接到遗失的物品之后，刘海宝仔细查看后得知，布
兜内有一张遗失人在市中心医院取药的清单，右上角标
有“退休”字样，药品里有两盒“二甲双胍”，说明该药品
是一位患糖尿病的退休老同志遗失的，况且遗失的还有
医保卡，若不能尽快找到失主，耽误其服药治病是大
事。刘海宝甚至想到顺着 23 路公交车逐站询问寻找。
而恰在这时，刘海宝接到 23路 0715号车长叶燕玲代人寻
物的电话，问明情况之后，刘海宝即刻按照我留下的联系
电话，与我取得了联系，并问清楚了家庭住址，热情地说：

“您是退休的老同志，行动不便利，请您放心，我忙完手里
的工作后，马上给您把遗失的物品送去。”

6月 5日，是入夏以来全市气温最高的一天，38摄氏
度的高温让人如同置身于火炉之中，中午的气温更是炎
热难耐。管理员刘海宝在忙完工作之后，开着自己的私家
车，从火车南站的办
公地点赶到华夏路我
住的家属院门口，把
遗失的药品、医保卡
送 到 我 的 手 中 。 这
时，我看到管理员刘
海宝满是汗水的脸上
露出舒心的微笑。

物品遗失在
公交车上之后

本报记者 李军祥

本报讯（记者 任威）近日，记者从
中国人民银行商丘市中心支行获悉，从
2019年6月10日起，河南省全面取消企业
银行账户许可。

据中国人民银行商丘市中心支行副行
长陈晓玲介绍，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
后，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在河南省内银行办
理基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业务（含取
消许可前已开立基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
户的变更和撤销业务），由核准制改为备案
制，人民银行不再核发开户许可证，开户
许可证不再作为企业办理其他事务的证明
文件或依据，企业基本存款账户编号代替
原基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核准号使
用。企业变更取消许可前开立的基本存款
账户、临时存款账户名称、法定代表人或
单位负责人的，以及撤销取消许可前开立
基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的，银行应
当收回开户许可证原件。机关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等其他单位办理银行账户业务仍
按现行银行账户管理制度执行。

“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是人民银
行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工作要求的
重要举措，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开户效
率，有利于银行机构为企业特别是小微企
业、民营企业提供更为优质、高效、便捷
和安全的账户金融服务，能够进一步释放
改革红利，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
力，对于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
民营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陈晓玲表
示，近年来，在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的统筹部署和统一指导
下，辖内各银行机构积极响应人民银行账户改革工作部署，持
续优化企业银行账户服务，简化业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和效
率，企业银行开户平均时间不断缩短，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
迎。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后，企业银行账户服务效率将进一
步提高。同时，企业银行结算账户自开立之日起即可办理收付
款业务。

陈晓玲透露，银行账户作为企业开展经营活动、获取各项
金融服务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载体，安全和便捷使用对企业意义
重大。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后，人民银行将进一步强化对企
业银行账户的事后监管，保证企业开户便利度不减、风险防控
力不减，优化企业账户服务加强、账户管理加强。辖内各银行
机构将在人民银行各级行的指导下，严格按照相关工作部署，
不断优化业务流程，建立健全优化企业银行账户服务的长效工
作机制，并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强化内部管理和风险防控，
落实账户实名制管理要求，维护好广大企业客户的合法权益，
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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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邑“郑麦7698”每亩单产达726.1公斤
创下该县今年优质强筋小麦单产最高纪录

本报讯（记者 韩丰） 6月 6日，省
科学技术厅有关专家验收组，对河南省
黄淮海种子科技有限公司、夏邑县农业
农村局、商丘职业技术学院河南省小麦
玉米两熟超高产栽培技术创新团队和河
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联合设置在
夏邑县韩道口镇后罗楼村的小麦品种

“郑麦 7698”百亩高产栽培示范方，进
行现场机收实打测产验收。

通过在百亩示范方中随机确定 1个
测产区，联合收割机收获后，现场称
重，除去杂质，用谷物水测定仪测定小
麦籽粒含水量，按国家粮食入库安全含
水量 13%计算实际亩产，测产结果亩产
达 726.1公斤，创下 2019年度夏邑县优
质强筋小麦单产最高纪录。

据了解，高产优质强筋小麦新品种
“郑麦 7698”，由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
研究所选育，2012年通过国家审定（国
审麦 2012009）。该品种集高产、优质强
筋、多抗、适应性强于一体，2011年在

农业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
京）组织的全国小麦质量鉴评会上，被
评为优质面包和优质面条兼用小麦品
种，2014年被农业部推荐为我国小麦生
产的主导品种。“在小麦高产与优质协
调提高等方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中国工程院刘旭院士、赵振东院士等专
家评价说。

2018 年，“郑麦 7698”的选育及应
用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多年
来，河南省黄淮海种子科技有限公司与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及高等院
校等合作，在夏邑县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大
面积示范推广，并列入优质小麦示范性项
目，为“郑麦 7698”取得显著经济、社
会、生态效益做出了很大贡献。2019年，
以河南省黄淮海种子科技有限公司为主，
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夏邑县农业农村
局的指导、支持下，良种良法相结合，
全程跟踪技术服务，大面积良种繁育基
地及示范推广乡村均获丰收。

本报讯（练以文 晏兴红）为遏制自然资源领域违法违规
问题易发多发态势，促进自然资源工作高质量发展，自今年5
月初开始，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集中利用100天时间，采
取多项措施，在全市部署开展集中整治“百日会战”工作，对
全市违法违规占地、破坏自然资源等问题进行彻底排查、严厉
打击、严格整治。

该局结合监测图斑，对违法违规问题进行全面排查梳理和
分类，建立整改台账，落实一案一策，逐宗提出整改措施；成
立督查验收组，采取实地查看、暗访等形式强化督查实效，建
立整改通报制度，适时开展约谈和问责，确保百日会战达到预
期效果。截至目前，全市已整改各类违法违规占地311起，耕
地面积1365.69亩，基本农田面积64.25亩；其中，采取拆除违
法建筑物整改205起，耕地面积563.32亩，基本农田面积64.25
亩；补办用地手续消除违法状态106起，耕地面积802.37亩。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集中整治土地违法违规问题

农业专家在对夏邑“郑麦7698”现场称重科学测产。 本报记者 韩丰 摄

商丘师范学院大学生通讯社举办赠送艾
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