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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学在全市县区委办公室主任会议上强调
树立创新意识
提升服务能力
本报讯（ 记者黄铎）3月11日， 全
市县区委、市管管理区（ 开发区） 办公室
主任会议在大别山干部学院召开。 市委
常委、市委秘书长谢天学出席会议并讲
话。 同时， 常委办、 督查、 信息、 法规、 保
密、党史对口召开专项会。
会上，各县区委、 市管管理区（ 开发
区） 办公室主任作了发言， 并对《“ 三转
三提” 实践活动考评办法》 提出了修改
意见。
谢天学在会上强调，要树立正确的是
非观，扎实开展好“三转三提”实践活动。

要树立创新意识，列出计划走出去学习和
考察，加强培训，在学习中交流，不断提升
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水平。 要培养团队精
神，加强互动交流，提升服务中心工作和
服务大局的能力。要加强廉政建设，营造
风清气正的工作环境。要提高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当前，要以“三转三提”实践活
动为抓手，尽快进入角色，进入状态，把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
当天下午，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光山
县王大湾会议旧址、 司马光油茶园、 光
山县电子商务园区等。

邵春杰在督导环南湾湖旅游规划项目建设时要求

王春玲的绿色生态之路
余江胡译丹
“爱
人这次做完癌症手术， 使我更
加坚定地将有机农业做好，用生命唤醒
生命， 用良知唤醒良知。”3 月6 日， 坐在
笔者面前的她， 眼里虽然泛着泪光，却
依然说得那么饱含力量与希望。
她就是王春玲，44岁， 息县弯柳树
村远古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
理。
为了“舌尖”上的安全，为了“良心”
的无污染，本可以享受安逸生活的王春
玲， 又再一次从“ 心” 出发。2016 年6 月，
她做出了一次跨行业的选择，从餐饮到
农业，她毅然决然地将全部积蓄投入路
口乡弯柳树村， 流转上千亩土地， 种植
有机农产品，成立了远古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他们一家人从绿色农业做
起， 坚持有机无污染无农药残留， 将绿

□

色生态理念融入片片庄稼。
为了改变土壤性质，王春玲大胆推
行林下散养大白鹅，鹅崽们既可以帮忙
除草， 粪便又能为土壤施肥， 慢慢地将
土壤改变成海绵土壤。
年7月，刚引进了5000只小鹅崽
“去
散养在地里， 第二天就开始狂风暴雨，
雨大， 水不能及时排出去。 小鹅崽全部
漂了起来，当时真是欲哭无泪。”王春玲
揪心地说。小鹅崽陷在泥泞中挣扎着出
不来， 王春玲和丈夫、 儿子就冒雨穿梭
在泥巴中，将鹅崽一个个抓出来放到另
外一个地方洗干净。 雨下了一天一夜，
他们忙活了一天一夜。“ 爱人累得躺到
外面椅子上就睡着了，任蚊虫叮咬也丝
毫没有察觉。”说到这时，王春玲潸然泪
下。
种植软籽石榴也成为王春玲绿色
田园里的一大亮景。 栽下一棵树苗，生

根发芽， 再到开花结果， 每一步王春玲
都追随大自然而作， 自然农耕， 自然生
长，对于收获，是一次心灵的成长。
要爱你的树， 就像爱自己的孩
“你
子一样， 我每天都能感受到强烈的呼
唤， 不管多晚多累， 我都会打着手电筒
围着果园转一圈，用心去感悟去呵护它
们的每一个变化。” 王春玲说，“看到树
上挂满果，那个颜色那个味儿和我梦中
的一模一样，那么红那么甜。”这种幸福
与喜悦发自内心，带着生机与希望。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公司发展壮大
起来了，王春玲并不满足。2018年，王春

提升站位 突出特色
本报讯（ 记者丁桂玲） 3 月12 日，
市政府副市长邵春杰带领市直相关
单位负责人， 督导环南湾湖旅游规划
编制暨项目建设情况， 协调解决项目
推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
邵春杰一行实地考察了空谷活力
小镇、 河区十大茶坊、 睡仙桥民居
改造和南湾湖开元旅游度假区等项
目。 就下一步规划编制和项目推进工
作， 邵春杰要求， 要提升站位。 充分认
识环南湾湖百里茶廊打造的重要现
实意义， 突出项目策划和规划， 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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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旅融合， 突出休闲度假、 健康养老
功能， 突出环境整治。 要加快进度。 督
促施工单位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 在
保证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
全力以赴加快推进， 确保按时间节点
要求完成投资任务。 要突出特色。 要走
特色化、差异化的路子， 建设形态各异、
特色鲜明、 个性突出的景区景点， 打造
“中
国最美毛尖茶乡” 品牌。 各责任单
位和相关部门要统一思想， 强化责任，
通力协作， 苦干实干， 确保出精品、 出
上品。

四优四化”优质小麦信阳区域技术培训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唐车） 近日， 河南省
四优四化” 优质小麦专项信阳区域技
术培训会在罗山县召开。 来自市农科
院、罗山县农科所、息县农科所、 潢川县
农科所、淮滨县农业局等单位的项目负
责人、小麦专家、技术骨干、 示范区种植
大户等60余人参加了培训会。
会上，省农科院植保岗位专家宋玉
立等先后作了《豫南弱筋小麦主要病害
防治技术》《 豫南弱筋小麦施肥知识及
春季追肥技术》《 河南省弱筋小麦产业
化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建议》《 信阳
小麦春季田间管理技术要点》 的学术报
“

上午，在潢川县付店镇晏庄村万亩樱花园基地， 来自全县十多
3月
11 日
个单位的100多名青少年志愿者， 积极参加由共青团潢川县委发起的“ 绿风
植一片林”义务植树活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共同劳作，大家共植樱花
尚
·共
树300多棵。
陈凯而吕凌元 摄

告， 内容涉及弱筋小麦品种选用， 肥料
的甄别、 选择和施用， 病害的诊断和防
治， 春季田间管理关键技术， 弱筋小麦
产业化等内容。
此次培训会的顺利召开， 为落实和
完成好河南省“四优四化”优质小麦专项
中“优质弱筋小麦新品种郑麦103、 郑麦
模化种植与示范”、“豫南弱筋小麦
113规
适宜区持续增长绿色增效生产技术集成
与示范”、稻茬麦区弱筋小麦抗渍提质绿
色增效生产技术集成示范等任务奠定了
坚实基础， 同时也为信阳弱筋小麦产业
健康快速发展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共商豫酒振兴大计

全省白酒骨干企业总工程师（扩大）会议在淮滨召开
本报讯（记者徐立明张勇）3月11
日， 由河南省酒业协会主办， 河南五谷
春酒业有限公司承办的全省白酒骨干
企业总工程师（ 扩大） 会议在淮滨县召
开。来自全省24家白酒骨干企业的总工
程师及重点后备人才培养对象参加了
会议。
次会议的召开为豫酒企业加强
“本
质量、 技术、 科技创新、 研发、 豫酒风格
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平台。五谷

春酒业将以本次会议为契机， 虚心学
习，苦练内功，持续创新，深入贯彻落实
南省酒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通过
《河
坚持不懈的努力，谋求企业新一轮的跨
越发展。” 河南五谷春酒业股份公司董
事长段明松在交流时表示。
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对五
谷春酒业近年来取得的较好发展，特别
是企业蝉联“ 河南省十大名酒” 荣誉称
号，今年又荣列河南省“五朵金花”之一

移风易俗 树文明新风

市地税局到帮扶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记
者从罗山县工业大会上获悉， 该县为倾力发展
3月
10 日
工业经济， 兑现去年承诺， 发放奖金78万元， 对2017 年度10 家先
进民营工业企业和6户非公有制工业企业纳税大户进行了通令
嘉奖。此举大大激励了县域工业经济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陈世军摄

固始县
12万亩有机原料供应茅台集团
本报讯（王亚运） 近日， 茅台集团总
工程师王莉率代表团到固始县考察有
机原料基地发展情况。
始县粮油集团与茅台集
，固
2012 年
团签订指定供应商战略合作协议。 截至
目前，该县获得认可的有机小麦原料种
植基地有24 个， 面积11.96 万亩， 每年为
茅台集团提供有机软质白小麦近4 万
吨，已成为茅台集团在河南乃至华东地
区最大的有机原料生产和供应基地。
固始县南依大别山， 北临淮河水，
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穿境而过， 素有
“江
南北国、 北国江南” 之美誉， 物产丰
富, 具有发展生态农业的极佳环境。 得
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让贵州茅台集团把
固始县临淮地带选作粮食生产供应基
地。
双方采取“ 龙头公司+ 合作社+ 农

户” 发展模式， 按照有机种植规定质量
标准和订单要求组织标准化生产， 实行
有机种子、 有机肥料、 生物农药“ 三统
购”和机耕、机防、机收、管理“ 四统一”。
固始县粮油集团和国粮有限公司按照
茅台集团下达的供货指标， 向合作社下
达有机原料种植计划， 签订回收合同；
该县农业部门会同粮食等部门统一选
定、 采购并向合作社发放有机原料种
子、 有机肥料和生物农药； 合作社组织
农户按照有机种植技术规程进行种植，
所收获的达标有机原料经公司回收后
集中收储。该模式已带动该县11 个乡镇
多户农民从事有机小麦的种植、 管
2万
理和服务，每年可直接帮助近千户贫困
户增收脱贫，对于全县农业种植结构调
整、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

李鹏飞
上午， 淮滨县
3月
9日
纪委监察委和县委巡察机
构40余名干部职工到脱贫
攻坚驻村工作联系点—
——
邓湾乡张祠堂村开展义务
植树活动。
苗扶正， 不能歪
“树
了。”“多培些土，踩紧踩实
才稳当……”植树现场，大
家穿着红色的志愿者队
服，或两人一组，或三五成
群， 分工协作、 密切配合，
挥锹铲土、 扶苗填坑……
每一环节都一丝不苟， 处
处都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
的忙碌景象。
经过大家的辛勤劳
动，200多棵树苗整齐地排
列在道路两旁， 成为建设
美丽乡村的靓丽风景线。此次植树活动，
既增强了大家的团队协作意识， 也进一
步促进了纪委监察委人员的深度融合。
近年来， 淮滨县纪检监察机关形成
了义务植树的传统，每年3月都要开展植
树活动，展示纪检监察干部的精神风貌。
活动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植树活动很
有意义， 既美化了环境， 也增进了交流，
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

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

玲决定将土地流转出来一部分，带领弯
柳树的村民们种植软籽石榴，不仅增加
了他们的收入， 改善了生活水平， 更能
让他们真正体验到绿色无污染有机种
植的好处。
一路走来， 没有抱怨， 没有放
“这
弃， 也知道不能放弃， 任何困难都是一
种考验，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加坚强了。”
王春玲说。她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标
杆， 让农民慢慢不再使用农药化肥，让
绿色生态观念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
有信心， 带领更多的农民过上
“我
幸福生活。”王春玲自信地说。

本报讯（孙晓阳） 为深化乡村文明
行动，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提升群
众文明素质，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结对
帮扶，3月9日，市地税局深入帮扶村罗
山县李寨村开展“ 移风易俗树文明新
风”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一开始， 该局首先向百余名
村民宣讲开展移风易俗活动的内容和
重要意义。随后，党员志愿者们为村民
发放“推行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新风”
宣传手册， 并向他们宣传倡议书的内
容。最后，志愿者们为李寨村村民献上
了一场朝气蓬勃、 健康向上的文艺演
出。 现场除了《 过年了》《 真心换真情》
等舞蹈表演， 志愿者们还表演了中国
传统的舞狮， 狮子时而翻滚、 时而跳

“

抢抓政策机遇 加快转型发展
——
—走进五谷春酒业公司

中国银行信阳分行
加强消防安全保卫工作
本报讯（ 曾雪） 按照中国银行河
南省行《关于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大检
查的通知》 要求， 中国银行信阳分行
监察部抽调有关人员组成辅导检查
小组，对县支行、城区经营性支行、 市
行营业部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了检
查，同时，对市行办公楼、 安防监控中
心、职工食堂、县支行及职工宿舍、 小
食堂的消防安全进行了现场检查。
本次消防、 安保工作现场辅导
检查以基层安全保卫工作督导为
主， 以帮助和协调基层解决消防、 安
全保卫工作实际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为目的， 要求存在问题隐患的单位
积极整改。
检查小组相关负责人要求各单

我为大别山革命老区发展鼓与呼！”

上接第一版） 我提出了支持革命老区
加快发展的建议，被大会采纳。15年来，
我的建议主要围绕老区发展、中医药产
业和乡村振兴三大方面， 我每年都提，
很多建议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的积极
回应， 许多建议也被采纳。 比如革命老
区高新技术企业应该享受与国家高新
技术区企业同等优惠政策的建议等，既
有回声， 更有落地。 我曾经和信阳市其
他全国人大代表一起呼吁在新县设立
（

跃、 时而望月， 一连串的舞法， 将力与
美的结合诠释得酣畅淋漓。 文艺演出
不仅为村民带去了欢乐， 同时为村风
建设提供了方向， 更营造了移风易俗
的氛围，树立了文明新风。
活动结束后， 参加活动的党员志
愿者又手把手教村民跳广场舞， 一遍
又一遍地重复演练各种动作， 为村民
们示范辅导。从中午直到太阳落山， 村
民们才意犹未尽地离去。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 更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将
文明新风的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引起村
民的共鸣，进一步增强村民主动参与移
风易俗工作的自觉性，为倡导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新风尚打下坚实的基础。

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对前来参会的省
白酒骨干企业提出了殷切期望，希望他
们继续发扬工匠精神， 提升创新能力，
努力做好人才建设、品质提升，为“豫酒
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大别山干部学院，上级组织部门非常支
持，如今已建成了知名的干部培训教育
基地。”
年在审议大会报告期间， 我进
“今
一步整理了参会之前在基层走访调研
中形成的近20 条建议， 这些建议还是
一以贯之地围绕三大方面： 一是老区
发展， 二是中医药产业， 三是乡村振
兴。
老区发展上， 我呼吁国家大力
“在

座谈交流后，与会人员深入五谷春
酒业酿造车间、 酒体设计中心、 实验
室、 劳模工作室、 包装中心等现场参
观， 详细了解了公司生产、 销售、 研发、
产品质量安全控制及实验室工作开展
情况， 并与技术人员现场进行了沟通、
交流。 河南省酒业协会秘书长赵书民
对五谷春酒业目前的生产经营发展态
势和企业规划建设表示满意， 希望五
谷春酒业充分利用现有优势， 促进“ 豫
酒振兴”， 将企业做大做强， 实现更好
更快发展。

支持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企业和特色
产业发展， 增强老区经济造血功能; 呼
吁国家加大对老区转移支付的支持力
度， 增强老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
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医药产业上， 我建议国家早
“在
日出台中医药法， 大力支持中医药产
业， 具体包括加大医药产业的科研创
新、 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杜绝唯
低价药招标的现象、取消原料药生产门

位要抓好安保队伍建设， 用严谨的制
度、严格的纪律打造一支尽责有为的
安保队伍， 防范消防、 安全保卫事件
发生； 要强化安全隐患治理， 各单位
对照自身存在的问题， 迅速采取措
施，确保不留死角、 整改到位； 要强化
安全工作责任制， 各支行安保负责
人、安全员要充分认识当前严峻的安
全形势， 增强危机意识， 履行好安保
工作管理监督职责； 要强化消防安全
管理， 组织开展火灾隐患排查， 迅速
彻底消除消防隐患， 做到人走断电、
责任到人、限时整改、 不留死角， 严防
安全事件发生； 要加强应急预案演
练， 完善各项应急预案、 机制和保障
措施。

槛限制等。
“在
乡村振兴上， 我提出了支持大
别山区‘一路三带’建设的建议，希望在
老区连片扶贫开发中， 加大对‘ 一路三
带’ 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还提出
了助力乡村振兴、 支持山茶油产业发
展、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等建议。
“因
为我一直为大别山革命老区鼓
与呼，所以记者朋友多年前就送给我个
绰号： 熊老区， 对这个称呼我欣然接
受。”采访结束时，熊维政动情地说，“为
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发展鼓与呼，是我的
职责和使命所在， 我将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不负众望，砥砺前行，为老区发展
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