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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田野希望田野
——新型职业农民风采新型职业农民风采

爱国情 奋斗者

夏至将近，热浪袭人。
6月12日，在民权县王桥镇王桥北村的

田地里，种粮大户吴强夫妇正在查看几天前
种下的高粱的出苗情况。他们脚下，500亩
田地刚刚收获了小麦就种上了优质高粱。

35岁的吴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
机专业毕业；妻子冯淑琪是北关镇冯李园村
人，西安财经学院会计专业毕业。

两人是高中同学。10年前，二人从西
安毕业，放弃了一些企业抛来的橄榄枝，也
放弃了在大城市求职的机会，毅然决然回到
了家乡。

2009年，两人婚后在王桥镇集上开了
一家农资门市部，经营种子、化肥、农药等
农用资料。由于两人能吃苦、会经营，三年
下来也赚了不少钱。

2013年春节前，吴强看到中央下发的
一号文件，高兴地对妻子说，你看看，中央
下一步要培育新型生产经营主体，新增的农
业补贴要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农业补贴不再“撒
芝麻盐”啦，农业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必须与
农业科技装备改进同步。两人一拍即合，就
利用春节期间打工者都回家过年的有利时
机，和邻居以每亩1000元的租金签订了500
亩土地的流转合同。

种粮一定要讲究科学高效。 2015 年
秋，他在麦播前与省内知名的种子企业“三
河种业”签订良种培育合同：三河种业提供
原种，吴强在流转的土地上繁育，他们以每
斤高于当时当地市场价1毛钱的价格回收吴

强所繁育的良种，吴强根据市场行情可以随
时结算。农民们都知道，“粮食价格不能上
分”，这每斤高了 1毛的小麦出售，当年就
让吴强赚了个盆满钵盈。

转眼到秋季下种，吴强早早就在网上查
询、出外考察，最后与周口一家收购红高粱
的老板签订种植红高粱的协议。红高粱产量
高、适应性强、耐旱、抗病虫害等，当年他
种植的红高粱每亩收获 1000多斤，而且单
价高于玉米价格3毛多钱，每亩净收益1000
多元。

尝到高效农业甜头的吴强夫妇，近两年
来又不断扩展外包托管种植红高粱的领域。
他们先后在夏邑县托管 4000多亩，在山西
省永济市托管 1000亩。前不久，他们又在
武陟县以每亩200元的租金承包了今秋红高
粱种植，一下播种红高粱2万亩。

小有积蓄的吴强夫妇于 2017年成立了
民权县田保姆农业服务公司，向全县及周边
县区的种粮大户提供作业机械、病虫害防
治、技术推广、互联网信息等项服务。去年
冬和今春，花园乡赵洪坡村的 2000多亩土
豆，从种植、管理到收获的机械化作业全都
是“田保姆”一包到底。仅仅在6月份的收
获季节，吴强就从安徽阜阳、开封尉氏调来
4台专业土豆收获机、2台旋耕机、4台花生
起垄播种机。（下转5版）

民权：大学生吴强夫妇
靠科技种田土里刨金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本报讯（记者 祁 博） 6月 12日，市长
张建慧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引金入
商”工程，安排部署近期工作重点。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吴祖明参加会议。

会上，市金融局就我市实施“引金入商”
工程有关情况作了汇报，人行商丘分行、商
丘银保监分局、市财政局、市发改委等单位
就进一步推进“引金入商”工程提出了意见
建议。

据了解，截至今年 5月末，全市金融机构
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3216.98亿元，较年初增
加 10.07%，居全省第 2 位。全市人民币各项
贷款余额 1786.82 亿元，较年初增长 9.61%，

居全省第 4位。余额存贷比达到 55.54%，金融
活跃度大幅攀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能力进一
步增强。

张建慧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
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
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
脉，两者共生共荣。”当前，我市处在高质量
跨越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期，高度重视金融
业发展，以金融带动实体经济发展，是我市发
展的现实需要和必然选择。

张建慧指出，要明确目标路径，以打造区
域性金融中心为目标，围绕日月湖现代服务业
集聚区，全力建设金融业集聚区。要明确发展

优势，进一步突出我市区位交通、历史文化、
产业结构和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对发展金融业
的有利条件，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入驻商丘。要
明确工作重点，注重金融生态环境打造，注重
金融信用建设，强化企业信息披露，加强银企
对接平台建设，依法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全
力维护金融秩序。要明确支持政策，集中力
量，突出特色，充分利用银行业金融机构考核
评价体系，以最有吸引力的支持政策，重点引
进股份制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基金公司、资
产管理公司等新兴金融机构。要加大市场培
育，大力培育本地企业上市，支持农信机构改
革改制，不断激活资本市场。

张建慧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推进“引金入商”工程

关注“三夏”生产

新华社郑州6月12日电
（记者 宋晓东） 记者从河
南省农机局了解到，截至12
日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
麦 8535 万 亩 ， 机 收 率 达
99%，中原粮仓河南麦收大
头落定。

据了解，2019年河南省
小麦种植面积达到 8600 万
亩，整体长势良好，有望再
迎丰收年。为更好地服务

“三夏”生产，确保小麦颗
粒归仓，今年河南省组织了
410 多万台农业机械投入生

产，其中联合收割机 18 万
台，播种机100余万台。

河南省农机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些年来，随着农
机组织化程度不断提升，河
南小麦机收已形成稳定市
场，目前河南省依法注册登
记的农机合作社有 6844家，
通过土地“托管”、订单作
业等方式，充分保障了夏收
期间的农机供应。今年河南
小麦机收价格主要集中在每
亩 40 元至 60 元，与去年基
本持平。

■相关链接

河南麦收大头落定

本报讯（记者 张 铨）农谚说，“芒种
麦上场，龙口夺粮忙”。据市农业农村局农情
调度统计，截至 6月 12日 16时，全市已收获
小麦 932.5 万亩，占麦播面积 935.9 万亩的
99.6%，机收率达99.5%。

连日来，记者跟随我市“三夏”生产调
研组奔赴宁陵县、梁园区、夏邑县等地看
到，收割机在广阔的麦田里来回穿梭，金灿
灿的麦粒从出谷仓倾泻而出，一派丰收的喜
人景象。机械化收割的速度快、效率高，收
割、脱粒、秸秆粉碎等工序同步完成。

近期，我市各地抓住当前晴好天气的有
利条件，迅速组织机械抢收小麦，目前已接
近尾声。本周全市夏收将基本结束，夏种接
近九成。其中，永城市、梁园区、睢阳区、
民权县、睢县、宁陵县、柘城县、虞城县均
已收获完毕，夏邑县已收获121.6万亩，占麦
播面积的97.3%。

预计，全市秋作物播种面积 1105.3 万

亩，已播 970.5 万亩，占预播面积的 87.8%。
其中：玉米 559万亩，大豆 46.8万亩，花生
139.9 万亩，红薯 25.5 万亩，蔬菜 118.6 万

亩，瓜类46万亩，其他34.5万亩。
据省秸杆禁烧办公室“蓝天卫士”监控中心

等监测显示，我市10个县（市、区）均无火点。

我市麦收工作基本结束
全市已收获小麦932.5万亩，夏种接近九成

6月11日，梁园区观堂镇
徐楼村一农机手正在田间抢时
播种玉米。近日，我市麦收基
本结束，加之豫东大地普降中
到大雨，旱情得到有效缓解，
农民利用雨后墒情好的有利时
机，争分夺秒搞好播种工作，
以夺取秋粮丰收。

陈 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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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6月12日电（记者 孙清清）记者从河南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河南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
人事制度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对河南省教师
队伍岗位管理、职称评审和人才引进等进行改革，通过优化专
业技术岗位设置、完善教师评价机制、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等措
施，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在完善教师职称评价机制方面，意见提出全面下放中小学
教师职称评审权限，把高级下放到省辖市，中级下放到县
（市、区）；对优秀教师和农村教师再进行倾斜，符合相应条件
的可不受结构比例限制，越级或评聘高级教师职称。其中对长
期在农村任教的教师实行倾斜政策，凡在农村任教 30年，距

退休不满5年的农村教师，可不受结构比例限制，直接认定一
级教师。教学点的教师可直接评聘一级教师。

在优化岗位管理方面，意见提出加快推进高校“员额制”
改革，拓宽高校岗位设置基数。对纳入员额制管理的人员，在
人事管理诸多方面与在编在岗人员同等对待；优化专业技术岗
位结构比例，适当提高普通高等院校（高等职业院校）、中等
职业学校、中小学、幼儿园及教研室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
结构比例。

化高校人才引进程序。搞活职业院校用人机制，探索固
定岗位与流动岗位相结合的岗位办法，打通企业工程技术人
员、高技能人才进入职业院校任教通道。

河南全面下放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权限

6月 12日，睢县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经典诵读活动启动仪式。此次活动由睢县县委
宣传部主办，旨在进一步增强全县人民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感，引导和激励全县人民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让“爱国、爱家”深入人心。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 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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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虞城走进虞城

你看你看老人的笑脸

本报讯（记者 丁新举）
6月 12日，“2019中国商丘新
时代体育旅游发展论坛”在
我市举办。与会嘉宾和各界
人士就新时代体育旅游联合
发展、共同繁荣的话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

“2019中国商丘新时代体
育旅游发展论坛”由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市教育体育
局、商丘日报报业集团联合
支持，“全民健身我们在行

动”全国系列赛组委会主
办，市旅游行业协会协办。
论坛的主题为“新时代，体
育+旅游融合发展”。

论坛上，商丘日报报业
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刘道明
作了题为《融媒体平台体育
旅游项目的宣传》 的演讲。
北京华奥中体研究院院长、

“全民健身我们在行动”全国
系列赛组委会执行主任刘宏
围绕商丘的文化体育和旅游

作了主题演讲。
论坛还邀请了来自北

京、天津、上海以及商丘本
土的知名旅游企业代表等参
与活动。论坛宣布了本年度
的体旅融合活动细则，并授
予中国首位滑雪世界冠军郭
丹丹“商丘新时代体育旅游
发展论坛系列活动公益推广
大使”称号。

中国商丘新时代体育
旅游发展论坛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