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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文生

“我种植的 15 亩玉米高产攻关田，亩
产高达1103公斤，再次夺得今年修武县玉
米亩产冠军，这是我没想到的。”修武县王
屯乡东黄村农业科技示范户刘在岗，手捧着
金黄的玉米高兴地对记者说。昨日，记者在
刘在岗家看到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玉米，连连
称赞，并询问刘在岗玉米高产的秘诀。

“种子是基础，管理是关键！”刘在岗
话语不多，句句精辟。

刘在岗说，今年他种植的玉米品种
“百玉 393”，是高产、优质、抗逆性强、
耐密植品种，按照“微菌拌种促早发，一
穴多株增密度；前控根深节间短，后促秆
粗穗子长”的高产技术要求适时进行管
理。“今年，玉米高产的难点在于雨水少。

玉米是一种喜水喜肥喜阳光的农作物，缺
啥都不行，但事在人为，人辛苦些，多加
强管理，就能保证玉米高产。”刘在岗说得
头头是道。

2014年至今，刘在岗种植的小麦、玉
米连年获得高产，2017年小麦亩产更是达
到 824.9 公斤，创下全国小麦亩产最高纪
录。

刘在岗，身材魁梧，个子高大，2010
年以前在煤矿上班，对农业一窍不通。
2010年，由于企业效益不景气，他返乡务
农，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刚开始，他农技
水平不高，所种农作物的亩产量也不高，
小麦、玉米亩产只有 400 公斤左右。2012
年3月，修武县农业局局长杨法谊和几位
技术人员到东黄村示范田了解小麦苗情。

酷爱动脑筋的刘在岗，看到县农业局
领导和农技专家来到自家地头，就如饥似

渴地把自己心中的疑问抛给专家：“我种植
的小麦、玉米产量一直不高，啥原因？”

杨法谊说：“当了农业科技示范户，你
的粮食产量肯定能提上去，先要用有机肥
培肥地力。不是有句老话吗，庄稼一枝
花，全靠肥当家。”一听说要让自己当农业
科技示范户，刘在岗有些犹豫：“俺种的农
作物产量不行，当啥示范户啊？”看到刘在
岗犹豫，杨法谊将他：“当不当？不当就算
了！”刘在岗盼的啥？盼的就是有专家指
导！当了农业科技示范户，还愁没专家指
导？想到这里，刘在岗连声说：“当，当，
你们叫俺咋干俺咋干！”

2012年9月份种麦前，刘在岗被选上
了该村的农业科技示范户。修武县农技人
员第一次面对面地给他详细讲解小麦高产
栽培技术。种麦子前，他的地头堆满了有
机肥，在培肥地力的基础上，他用机械深

耕加深土壤耕层。他示范种植了最新的小
麦品种“山农 20”，麦播期间，技术人员
亲自上门指导，采用小麦宽窄行种植方
式，将原来的7寸行距变为5寸，这样做能
在播量不变的情况下使种子分布得更均
匀，使幼苗生长得更健壮。

在确保壮苗的基础上，刘在岗在该县
农技人员的指导下，采取科学管理方法，
后期小麦落黄好、穗数多。2013年，他种
植的小麦第一次亩产达700多公斤。近年
来，他对农业科技的热情更高、干劲更
大，2017 年，他种的 15 亩小麦亩产量达
824.9公斤，一举创下全国小麦亩产最高纪
录。

农业科技示范户的“高产经”
本报讯（记者贾定兴） 10

月12日下午，市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胡小平到马村区安阳城
街道，为市、区两级政法委干
部，该街道中层干部和各行政
村、企业党组织书记以及村委
会主任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党课，市委第九巡回
指导组应邀参加主题党课。

胡小平以 《不忘初心跟党
走，牢记使命勇担当，奋力谱
写新时代乡村发展新篇章》为
题，从“不忘初心使命、领悟
精神实质、传承好共产党人的
红色基因”“坚守初心使命、融
入工作实际、解决好人民群众
的实际问题”“践行初心使命、
勇于担当作为、练就为民服务
的本领”三个方面，为党员干

部上了一堂内容精彩、指导性
强的主题党课。

胡小平要求，作为新时代
共产党人，要坚持把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奋斗目
标，立足当前，大力解决乡村
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要利用现有条
件，努力培育当地特色产业，
为群众稳定脱贫下功夫、想办
法，积极解决好农村教育等群
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强化责任担当，提升
工作能力和水平，持续增强党
在群众中的凝聚力，为奋力谱
写新时代乡村发展新篇章贡献
力量。

市领导为政法委干部
和基层党员上党课

“四城联创”集中攻坚第六次
推进会召开以来，全市各级各部
门振奋精神，全力攻坚，市容市
貌明显改善；各级创建人员不怕
苦、不怕累，主动放弃节假日，
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但创建过程
中仍有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部分居民小区、背街小巷、
城中村及城乡接合部整治工作不
够深入，存在明渠排污、旱厕整
改不及时、生活垃圾清理不到
位、乱扔垃圾杂物等现象。二是

“遮羞墙”及建筑围挡后面乱堆杂
物、垃圾成堆、杂草丛生等现象
严重。三是门前“五包”制度落
实不够，沿街门店乱堆乱放现象
较多。四是火车站、汽车站、农
贸市场、医院、商场等必检点位
周边环境卫生问题反弹现象普
遍。9 月底，市督导组对省文明
办模拟测评发现的 16 类 81 个问
题，向五城区及市直有关单位进
行交办，截至目前，问题已经得
到有效整改。

根据 《焦作市“四城联创”
工作督导考评办法》 有关要求，
市督导组、市直有关单位对五城
区、城区有关单位及乡镇 （街
道）“四城联创”工作进行检查，
市督导组对市直有关单位“四城
联创”工作进行检查，五城区对
辖区乡镇（街道）“四城联创”工
作进行自查。市“四城联创”指
挥部对督导检查结果进行汇总。
现将结果通报如下：

一、城区及街道
（一）城区
1.马村区 得分：81.73
2.示范区 得分：80.96
3.山阳区 得分：80.77
4.中站区 得分：78.46
5.解放区 得分：78.08
经市“四城联创”指挥部研

究决定:对前两名的马村区、示范
区予以通报表扬，颁发红旗。对
最后一名的解放区予以通报批
评，颁发蓝旗。

（二）28个街道
1.解放区七百间街道
得分：87.64
2.中站区冯封街道
得分：86.96
3.山阳区东方红街道
得分：86.56
4.山阳区艺新街道

得分：85.43
5.解放区民生街道
得分：83.63
6.山阳区新城街道
得分：83.16
7.解放区民主街道
得分：82.76
8.解放区焦南街道
得分：82.57
9.解放区焦北街道
得分：82.06
10.示范区文苑街道
得分：81.72
11.中站区府城街道
得分：81.04
12.山阳区光亚街道
得分：80.74
13.山阳区焦东街道
得分：80.40
14.中站区王封街道
得分：80.28
15.示范区李万街道
得分：79.60
16.中站区朱村街道
得分：79.34
17.中站区李封街道
得分：78.70
18.山阳区太行街道
得分：78.46
19.马村区马村街道
得分：78.19
20.解放区上白作街道
得分：77.57
21.解放区新华街道
得分：77.46
22.山阳区定和街道
得分：77.21
23.解放区焦西街道
得分：77.07
24.山阳区百间房街道
得分：76.89
25.中站区许衡街道
得分：76.67
26.山阳区中星街道
得分：75.77
27.马村区待王街道
得分：75.43
28.解放区王褚街道
得分：75.23
（三） 非中心城区 13 个乡镇

（街道）
1.马村区冯营街道
得分：90.00
2.示范区宁郭镇
得分：86.50

3.解放区健康产业园区
得分：84.67
4.中站区龙洞街道
得分：82.83
5.中站区龙翔街道
得分：82.33
6.示范区文昌街道
得分：81.17
7.中站区月山街道
得分：79.50
8.马村区九里山街道
得分：77.17
9.示范区阳庙镇
得分：77.00
10.马村区演马街道
得分：75.83
11.示范区苏家作乡
得分：74.67
12.马村区武王街道
得分：73.93
13.马村区安阳城街道
得分：70.00
对28个街道前两名的解放区

七百间街道、中站区冯封街道，
对非中心城区乡镇 （街道） 第一
名的马村区冯营街道予以通报表
扬，颁发红旗。对28个街道后两
名的解放区王褚街道、马村区待
王街道，对非中心城区乡镇 （街
道） 最后一名的马村区安阳城街
道予以通报批评，颁发蓝旗。

二、市直有关单位
1.市城管局 （道路保洁及公

厕管理）
2.市卫健委（健康教育）
3.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

局（行政服务大厅）
4.市金融局（银行网点）
5.市文广旅局 （文化场所、

景区）
6.市卫健委（疾病控制）
7.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公 交 港

湾、站牌、公交车、出租车治理）
8.市市场监管局 （农贸市场

整治）
9.市教育局 （未成年人心理

辅导站）
10.市公安局 （交通秩序整

治）
11.市市场监管局 （废品收购

站整治）
12.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沿

街外立面整治）
13.市住建局 （主次干道、人

行道整修）

14.市教育局 （中小学校文明
创建）

15.市工信局 （便民服务大
厅）

16.市园林局 （园林绿化及公
园广场整治）

17.市卫健委（医院）
18.市文广旅局 （街道社区文

化站）
19.市商务局 （加油站整治及

文明餐桌）
20.市卫健委 （“四小”门店

及医疗机构整治）
21.市城管局（垃圾分类）
22.市市场监管局 （“两小”

门店整治）
23.市农业农村局 （乡镇、涉

农办、行政村）
24.市城管局（门前“五包”）
25.市城管局 （经营秩序及早

夜市摊点整治）
26.市城管局（广告招牌整治）
27.市住建局（建筑工地围挡）
28.市工信局（线路整治）
29.市住建局 （黑臭水体治

理）
30.市文广旅局（网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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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决定:对前两名的市城管局 （道
路保洁及公厕管理）、市卫健委
（健康教育）予以通报表扬，颁发
红旗，对最后一名的市文广旅局
（网吧治理）予以通报批评，颁发
蓝旗。

三、城区有关单位（大队）
（一）城管局
1.示范区城管局
2.山阳区城管局
3.中站区城管局
4.马村区城管局
5.解放区城管局
（二）市场监管局
1.示范区工商分局
2.解放区市场监管局
3.马村区市场监管局
4.山阳区市场监管局
5.中站区市场监管局
（三）住建局
1.马村区住建局
2.山阳区住建局
3.中站区住建局
4.示范区住建局
5.解放区住建局
（四）卫健委
1.马村区卫健委

2.山阳区卫健委
3.示范区卫健委
4.中站区卫健委
5.解放区卫健委
（五）文广旅局
1.山阳区文广旅局
2.马村区文广旅局
3.解放区文广旅局
4.中站区文广旅局
5.示范区文体旅局
（六）教育局
1.解放区教育局
2.山阳区教育局
3.中站区教育局
4.示范区教育局
5.马村区教育局
（七）环卫处（城管局）
1.中站区环卫处
2.示范区城管局
3.马村区城管局
4.解放区环卫处
5.山阳区环卫处
（八）交警大队
1.定和交警大队
2.中站交警大队
3.焦南交警大队
4.高新交警大队
5.马村交警大队
6.山阳交警大队
7.解放交警大队
对第一名的示范区城管局、

示范区工商分局、马村区住建
局、马村区卫健委、山阳区文广
旅局、解放区教育局、中站区环
卫处、定和交警大队等 8 家单位
予以通报表扬，颁发红旗；对最
后一名的解放区城管局、中站区
市场监管局、解放区住建局、解
放区卫健委、示范区文体旅局、
马村区教育局、山阳区环卫处、
解放交警大队等 8 家单位予以通
报批评，颁发蓝旗。

希望受到通报表扬的单位发
扬精神，继续加压奋进，确保各
项工作快速推进；受到通报批评
的单位要振奋精神，主动检视问
题，高标准完成各项工作。各级
各部门要克服厌战心理、畏难情
绪，全力以赴、一鼓作气、加速
冲刺，踢好“临门一脚”、打好

“关键一仗”，确保顺利通过全国
文明城市暗访测评和国家卫生城
市暗访。

焦作市“四城联创”指挥部
2019年10月11日

焦作市“四城联创”指挥部
关于“四城联创”集中攻坚第七次督导结果通报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 10
月12日，全市非税收入教育收
费人工智能征收培训会在市财
政局召开。市直各学校、幼儿
园的财务人员及非税系统管理
人员参加会议。

为解决我市教育系统非税
收入收缴存在代收银行网点压
款不及时入账、压票不及时录
入记账信息、缴款人到银行网
点排队缴款等待时间过长、执
收单位收取现金存在安全隐患
等问题，推进我市非税收入管
理科学化、精细化，我市在教
育系统全面推行非税收入人工
智能征收平台电子化收缴改
革。

会上，市财政局工作人员
就人工智能教育软件操作流
程、执收单位使用流程、学生
家长使用流程进行了讲解。

市政府非税收入人工智能
征收平台是在市财政局自主开
发的非税收入管理系统基础
上，将先进的电子支付手段融
入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收
缴款项直接刷入同级财政汇缴

专户，非税票据上的记账信息
直接通过非税收入人工智能征
收平台和银联商务网络系统实
时上传到同级财政部门。

通过非税收入人工智能征
收平台缴费，缴款人只需要在
电脑、手机终端操作，即可完
成缴费手续，解决了缴款人到
代收银行网点排队缴款等待时
间过长、携带现金不安全等问
题。

此前，我市开发和推行了
交通违法非税收入人工智能征
收平台系统，使交警部门的违
章处理系统和财政部门的非税
收入人工智能征收平台系统高
效连接，违章车主在电脑、手
机终端进行自助缴费，即可完
成违章事项处理手续，极大地
节省了缴款人的时间。

下一步，市财政局将进一
步完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
统，努力打造更加完善的以电
子信息为基础的非税收入收缴
管理系统，全面支持智能POS
机刷卡、网上银行、二维码缴
款等缴费方式。

全市非税收入教育收费
人工智能征收培训会召开本报讯（记者李润生） 10月9日，市生态环境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开展的“送法进企业”宣贯帮服
活动第四站在博爱县开讲。该县各乡镇（街道）、县环
境攻坚成员单位、县环保局及主要涉气企业负责人共计
200人聆听了宣讲。

活动现场，市生态环境局为参会企业发放了《焦作
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就开展此次活动的背景及重要
性进行了介绍。随后，河南理工大学教授盛蓓就《焦作
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出台的背景、过程等内容进行讲
解；市生态环境局监察支队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案例对大
气污染执法检查工作进行了解读；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
境管理科工作人员对当前大气污染面临的形势及秋冬季
管控重点进行了解读。

相关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这种服务式普法宣传，
让他们学到了应知应会的法律条例，加深了对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的理解，增强了依法治企的意识。

集中宣讲结束后，宣讲团又到高庙烟花爆竹经营公
司、博爱县惠丰生化农药有限公司、焦作市新科资源综
合利用研发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了宣贯帮服活动。

“送法进企业”宣贯帮服
活动第四站在博爱县开讲

提升提升 眼力 脑力 笔力脚力

（上接第一版）扑身基层一线检
查指导防控工作，经常夜以继
日、加班加点。2019 年 5 月 9
日 6 时左右，他因劳累过度突
发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去
世，年仅38岁。

李志勇同志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模
范践行者，是新时代共产党
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
远奋斗的优秀榜样。市委号
召，全市党员干部要向李志
勇同志学习。学习他信念坚
定 、 对 党 忠 诚 的 政 治 品 格 。
作 为 一 名 普 通 的 基 层 党 员 ，
他 始 终 把 讲 政 治 摆 在 首 位 ，
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忠
于职守、干事创业的自觉行
动，坚持 14 年如一日，兢兢
业业，任劳任怨，永葆干事
创业的激情和为民服务的热
情，对工作从未有过任何推
脱 和 抱 怨 。 学 习 他 勇 挑 重
担 、 克 难 攻 坚 的 担 当 精 神 。
他在日常工作中坚持扑身一
线，深入基层养殖场户、屠
宰场，跳猪圈、进牛棚、钻
鸡舍进行实地抽样、现场调
查、剖检诊断；在紧急疫情
时敢于担当、冲锋在前，在
负责全市牛羊布鲁氏杆菌病
防治工作期间，不惧该病极
强的传染风险和严重的感染
后果，检测样品 16655 份，检
出阳性数 395 份，为全市制定
有效防控措施提供了科学依
据，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 产 安 全 。 学 习 他 爱 岗 敬
业 、 精 益 求 精 的 工 作 作 风 。
多 年 来 ， 他 潜 心 钻 研 业 务 ，
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疫
病防治工作上，利用工作间
隙攻读了兽医专业的在职硕
士，通过了全国执业兽医考
试，在国家级、省级报刊上
发表专业性论文 10 篇，参与
完成技术成果 2 项，申请国家
专利 1 项，多次获得河南省畜

牧 兽 医 技 术 能 手 荣 誉 称 号 ，
被河南省畜牧局聘为全省兽医
实验室考核专家。学习他舍家
忘我、甘于奉献的高尚品德。
在父亲、岳父两位老人去世的
重大家庭变故中，他以岗位职
责为重，为老人治丧后迅速投
身工作，未多休息一天。特别
是从2018 年8 月份全国部分地
区发现非洲猪瘟疫情以来，他
持续奋战在动物疫病防控一
线 ，“5 + 2”“ 白 + 黑 ” 连 轴
转，没有休息过一个完整的周
末和节假日。学习他牢记宗
旨、亲民为民的公仆情怀。他
始终把向基层群众普及科学防
疫技术作为重要任务，利用周
末、节假日到基层乡站、养殖
场户开展现场指导，热心为基
层农户提供帮助，面对紧急
疫情，更是不分昼夜、随叫
随到，每年到基层开展业务
授课超过30期次。

李志勇同志在平凡的岗位
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是全
市众多优秀共产党员的杰出代
表，他爱岗敬业、任劳任怨、
舍家忘我的品格在当前非洲猪
瘟防控持久战的关键时期显得
尤为宝贵，尤其值得大家学
习。各级党组织要把李志勇同
志先进典型事迹作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
动教材，紧密联系本地本部门
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
学习宣传活动，教育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以李志勇同志为榜
样，向先进典型看齐，不断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主
题教育为契机，重温初心、抖
擞精神，担当使命、砥砺作
为，为打造“精致城市、品质
焦作”，努力在中原更加出彩中
出重彩、更精彩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10月13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10月12日，我市在解放区幸福街小学举行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
70周年“红领巾心向党，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主题队会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听党话、跟党走。图为幸福
街小学老师为少先队员系上红领巾。 李良贵 摄

中共焦作市委关于追授
李志勇同志“焦作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并开展向李志勇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