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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秦皇岛市山海

关区石河镇望峪村的一名果

农在自家果园内采摘樱桃。

近年来，秦皇岛市山海

关区政府根据当地气候和土

壤特点，引导农民进行樱桃

种植，促进农民增收效果显

著。据介绍，目前该区樱桃

种植面积达3万多亩。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樱桃红
果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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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艺萌）夏季

天气炎热，暴雨、雷电、大风等自

然灾害多发，日前，省应急管理

厅发布夏季安全生产提示。

煤矿加强瓦斯管理。煤矿

要做好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工作，

对瓦斯等级发生变化的及时落

实治理措施；严格落实瓦斯治理

措施，坚决做到不掘突出头、不

采突出面。高瓦斯矿井要加强

瓦斯抽采管理，确保转变为低瓦

斯煤层后再进行开采；加强瓦斯

监测监控系统管理；严防瓦斯超

限作业。

非煤矿山企业应完善汛期

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露天矿

山、排土场要加强边坡、排土场

安全管理及防排水设备设施的

安全检查，加强降雨期间对边

坡、排土场的监测监控；从事野

外作业的地质勘探、石油天然气

钻井和修井等企业，作业期间要

采取防山洪、防泥石流、防山体

滑坡和防雷击等措施，作业工棚

要远离高陡边坡和易发生泥石

流的地点。

尾矿库严格汛期值班制

度。汛期之前要腾出库容，增大

排（泄）洪能力；要检查尾矿库排

洪设施、干滩长度等是否满足设

计要求，尾矿坝主坝、副坝、拦水

坝是否存在沉降、位移、坍塌等

情况；要检查库区周边有无违法

采矿活动；完善汛期应急救援预

案，汛期前认真组织开展应急救

援演练；严格汛期值班制度，落

实24小时专人值班措施，遇到

险情及时处置。

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提

前制定采取有效的防范应对措

施。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各危

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企业要加

强灾害性天气、自然灾害预报

预警，提前制定采取有效的防

范应对措施。烟花爆竹企业要

加强防汛、防雨、防潮、防雷、防

静电管理，确保相关设施完好

有效。

冶金、建材、机械企业要科

学有效防范。加强对防雷接地

设施、金属冶炼设备设施、能源

介质管网等的检查和管理；加强

地面以下生产设施安全防护和

物料管理；加强地下料仓与物料

运输管理，避免潮湿物料进入转

炉、电炉、精炼炉等引发熔融金

属爆炸事故；做好应急准备，配

足配齐应急装备物资，提高处置

能力。

轻工、纺织、烟草加强暑期

汛期的应急值班工作。企业

要结合实际，认真开展隐患排

查治理工作，加强暑期汛期的

应急值班工作；要全面检测防

雷设施，加强安全用电管理；

要妥善安排好高温期间的职

工作息。

商贸加强安全用电检查。

企业要加强安全用电检查并采

取严格的预防措施，认真组织火

灾隐患的排查和整治，严防因乱

拉乱接临时用电、用电超负荷等

引发火灾事故。

粉尘防爆加强对易燃易爆

场所的安全监控。企业要加强

对易燃易爆场所的安全监控，在

生产活动中严格执行粉尘防爆

相关标准和操作规程，防范粉尘

爆炸事故。

涉氨制冷确保检测报警装

置安全可靠。企业要加强对液

氨制冷设备及管线的巡检力

度，确保检测报警装置安全可

靠，配足配齐防护用具和急救

药品，提高员工安全操作和应

急处置能力。

有限空间严格落实相关安

全管理制度。加强有限空间等

危险作业管理，严格规范作业审

批许可程序，做好作业人员安全

防护及现场安全管控。

交通运输多防范公路水毁、

塌方等灾害。道路运输安全极

易受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影

响。强降雨也可能造成公路水

毁、塌方等灾害，公路安全保畅

压力很大。港口港区存在内涝

风险。建设施工作业现场易发

触电、雷击、基坑坍塌、人员中暑

等事故。铁路路基可能发生积

水，降低路基稳定性。

建筑施工严厉打击非法违

法行为。施工现场进入施工高

峰期，要加强监督检查力度，严

格生产执法，严厉打击非法违法

行为。高温作业场所要采取有

效的通风、隔热、降温措施。雨

季施工现场需要加强预防坍塌

事故发生。

特种设备加强对暑期特种

设备安全保障。重点预防高温、

高湿、高热、雷雨、洪水给特种设

备安全带来的不利影响，有针对

性地做好特种设备防高温、雷电

及山体滑坡所造成的泄露、燃

烧、爆炸及管道损坏等，重点加

强对石油化工、化肥、气体充装

站等企业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安

全监管。

民爆器材严防雷电、洪水引

发生产安全事故。我省7月开

始进入主汛期，因天气炎热、工

作强度等原因，是炸药生产线事

故易发期、高发期。我省民爆生

产、销售企业大多地处山区，要

着重突出作好暑期、汛期安全防

范工作，严防雷电、洪水引发生

产安全事故。

学校安全。各级各类学校

要加强学生防溺水、防中暑、防

中毒、防雷击等安全常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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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来自云南的蜂农在蜜源点查看蜂箱。

每年这个时节，来自安徽、四川等地的蜂农都会转

场到石家庄市井陉县采集荆条花蜂蜜。

新华社发（张秀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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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医疗保障基金

监督管理，保障基金安全，

提高基金使用效率，维护医

疗保障相关主体的合法权

益，省政府近日印发《河北

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办

法》。现在，就来扫码查看

相关内容吧。

我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办法来了

本报讯（记者郑建卫）从省

农业农村厅获悉，为抓好今年全

省夏玉米生产，实现玉米丰产和

农民增收，省玉米产业技术体

系、省玉米专家顾问组和省农技

推广总站组织有关专家，在认真

调研的基础上，提出玉米生产技

术指导意见。

稳定种植面积，推进多元化

种植。优势产区要在保持玉米种

植面积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因地

制宜、稳妥推进青贮玉米、鲜食玉

米、特用玉米适度发展，积极探索

并示范应用玉米大豆、玉米花生

间作轮作等多元种植模式。

提高播种质量，打好丰收基

础。树立“七分种、三分管”和

“七分靠农机、三分靠农艺”理

念，在夏玉米播种前指导农民准

备好良种和肥料，培训并指导农

机手做好播前和播种作业机械

调试，推进农机作业流程标准

化，确保玉米播种质量，打好秋

粮丰收基础；因地制宜选用品

种，播前种子精选包衣，种子处

理宜整村推进、集中连片、统一

药剂、统一技术，以确保病虫防

治效果；科学选用作业机械，前

茬收获后抢时早播；适度增密合

理密植，鲜食玉米隔离种植，采

用空间隔离、时间隔离、自然屏

障隔离等方法；科学足量施用底

肥，提倡施用缓控释肥，带施底

肥要侧深施，防止烧种和烧苗。

加强苗期管理，夯实群体基

础。及早浇灌蒙头水，播种时适

宜的土壤水分相对含量应在

70%-75%；播后苗前化学除

草；遇旱浇灌遇涝排水；防治苗

期病虫草害。

狠抓穗期管理，确保穗数粒

数。拔除田间病小弱株；追施穗

肥促成大穗，穗期施肥应以氮肥

为主，每亩追施尿素20-25公

斤，同时避免在拔节期追施氮肥；

及时防止旱涝灾害；合理化控促

壮防倒，倒伏风险较大的地块，可

在玉米7-11叶片展开时喷施化

控剂，控制植株高度，优化群体结

构，促茎秆健壮，降低倒伏几率。

强化粒期管理，增粒重夺高

产。人工辅助授粉，高产田可进

行人工去雄和辅助授粉；补施花

粒肥，高产田和水肥一体化玉米

田，可以结合浇水或趁降雨追施

尿素，也可以喷施磷酸二氢钾和

尿素；防旱排涝，粒期玉米遇旱

应及时浇水，后期遇涝应及时排

水，以免根系活力降低和植株早

衰倒伏。

适期机械收获，及时收储加

工。合理确定玉米适宜收获时

间，全省夏玉米的收获时间一般

可控制在10月上旬；普通玉米

收穗后应及时晾晒、储藏，籽粒

机械直收的立即进行烘干，鲜食

玉米果穗采收后应及时上市销

售或进行加工处理，青贮玉米应

尽快进行青贮加工。

本报讯（记者李代姣）日前，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

《关于给予2018年新认定验收合格和评价优秀的省级以上

技术创新平台奖励的通知》，提出对2018年新验收合格的

国家和省级工程实验室、新认定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

优秀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给予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

奖励，奖励总金额为8500万元，并列入2019年度省战略性

新兴产业专项资金支持计划。

通知要求，奖励资金的使用应符合《河北省战略性新兴

产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重点用于省级以上技术创新平台

建设和运营上，为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

技术创新成果。

总金额8500万元
我省奖励新认定优秀技术创新平台

本报讯（通讯员王金堂 张洁 记者李刚）6月11日起，

保定市小麦自南向北开镰收割。今年该市小麦种植面积

416.2万亩，由于去年秋季播种及时，小麦春季管理措施得

当，小麦亩穗数明显增加，预计小麦平均亩产443公斤、总

产184.4万吨左右，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据悉，保定市常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373万亩左右

（不含雄安新区），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1020 万亩左

右。今年，该市按照“夏收颗粒归仓、夏管不出问题、夏种

不误农时”的总要求，坚持早动手、早安排、早部署，重点做

好机具调度预案、零配件供应、故障排除等工作。预计全

市有1.45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2.3万台玉米播种机、3.7

万多台拖拉机投入“三夏”作业。预计6月17日完成收割

任务，6月25日完成夏播任务。

今年保定市小麦总产
预计可达184.4万吨

（上接第一版）积极开展“一喷三防”，通过无人机和专用机

械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和营养液，防治小麦病虫害和干热

风，全力夺取夏粮丰收。

在东代固镇后闫庄华瑞农业科技公司的果蔬大棚里，

高技术有机肥通过喷滴灌设施自动化施用，生产的有机西

红柿、甜瓜、西瓜成为市场抢手货。“公司采用先进的智能化

生产设施对原来的大棚进行了改造，与群众和建档立卡户

合作经营，统一管理，利润分成。”公司负责人胡瑞斌说，“公

司与邯郸市美食林超市签订的供货合同，有机西红柿的价

格比市场高一倍。”

“全县粮食、蔬菜、瓜果、养殖等各农业产业的现代化程

度迅速提高，物联网、自动控制、无人机、喷滴灌等智能手段

成为带动农业腾飞、乡村振兴的翅膀！”魏县县长樊中青说。

魏县：智慧农业提升产业扶贫实效

本报讯（记者王林红 通讯员王凯凯）石家庄市藁城区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区，为确保粮食丰产丰收，近年来不断加

大种植结构调整力度，统一技术规范，提升小麦产量；搭建

农科所与农民合作平台，借助种粮大户示范带动作用，推广

普及优质小麦的优种优育，让农民从提升小麦质量中获得

更高收益。

今年以来，藁优麦农业科技服务中心实施藁优麦农业

服务（GAS）推广模式，把种粮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基地

村委会等新型经营主体组织起来，辐射带动基地农户，开展

种、管、收、转全程化服务，直接对接专用粉加工企业，使优

质麦从增产转变为高质高量增产。

目前，该区推广的藁优2018品种、藁优5766品种和藁

优5218品种，不仅产量稳定在一亩地1000斤左右，而且营

养和加工品质均超过国家一级优质强筋麦标准，是国内大

型面粉加工企业首选强筋麦原料品种。

藁城一体化服务助农增收

仲夏时节，走进省国营海兴

农场，目光所及，绿树成荫，绿意

浓浓，生机盎然，仿佛置身于绿色

的海洋，早已没了昔日盐碱地模

样,这里正讲述着绿色的故事。

海兴农场历史上干旱、渍

涝、盐碱等自然灾害频繁，生态

环境脆弱。当地人把这里叫大

洼，土地相当贫瘠。

农场一直以传统农业作为

支柱产业，由于农场“工业弱、商

业差”的底子越来越明显，经济

一直徘徊不前。

“近年来，面对转型和出

路，我们没有在等，始终在寻找

自身发展的路子，把农场定位

到绿色和生态高质量发展上

来。”海兴农场党委书记、场长

贾福利说。海兴农场立足实

际，大胆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以“生态立场、林果兴场、产

业富场”为总体思路，以搞好

“一园一区四基地”建设为重

点，推动农业向产业化、规模

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变，促进

农业增效、职工增收，推动全场

各项产业健康发展。

五万亩的“森林公园”已建

成。目前，“森林公园”绿化总面

积 达 到 4.7 万 亩 ，绿 化 率 达

67%。海兴农场按照打造“森林

公园”的总布局整合现有资源，

建成了全国柳树品种最全的良

种基因库，成功推出速生、耐盐

碱、观赏和耐干旱瘠薄等400余

种柳树良种，建立了“柳树种质

资源圃”“柳树丰产栽培试验区”

“柳树育苗示范区”“柳树新品种

示范区”等，收集种植柳树无性

系137个，其中十几个品种已获

国家苗木品种认定。

2013年 5月份，海兴农场

从云南、福建等地引种了热带植

物辣木，并种植成功。2019年

完成种植200亩。据查证，海兴

农场为北方首个也是唯一成功

引进种植辣木的地区。同时，农

场与中古辣木研究中心合作，建

成中古辣木北方种植基地；与省

科技厅、省农林科学院合作，打

造海兴农场辣木育苗移栽项目

基地。

海兴农场一直致力于打造

现代农业园区，以海兴农场为核

心区，规划占地8.2万亩，园区总

投资40.62亿元，辐射带动周边

乡镇50万亩，现已被省政府认

定为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园区

成为集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产品

流通市场、农业生态旅游等一二

三产业融合，产、销、游于一体的

现代农业综合区。2016年 11

月园区被科技部认定为第一批

国家级“星创天地”。

“盐碱地里种出的水果更

甜一些，糖含量更高，土地是经

过治理和改良过的，拿有机梨

来说，口味嫩香脆甜，皮薄核小

无渣，含糖量高达14.5%，富含

多种天然维生素，营养丰富。”

贾福利介绍。农场的耐盐碱林

果基地，现已完成2.7万亩苗木

种植及4700亩林果种植，品种

包括苹果、梨、桃、杏、冬枣等。

在销售上，有机梨采用线上线

下同步销售模式，线上通过淘

宝电商高端定制，线下入驻北

京、天津等高端水果市场，每斤

售6-8元，有机梨亩产4000多

斤，每亩利润可达1.6-2.7万元

左右。

林下特色养殖同样是海兴

农场的亮点。得天独厚的环境

优势，把生态造林和生态养殖有

机结合，林子里按区域养殖了朗

德鹅、非洲雁、土鸡、有机山羊、

黑猪等。截至目前，总投资

3000万元，发展林下生态养殖

7000余亩，养殖数量达到约18

万只（头），成了名副其实的林下

经济，既充分使用了林地资源，

又搞活了经济，还通过林下禽畜

粪便反哺林地，实现了林地生态

良性利用、循环发展。

海兴农场的绿色故事是几

代人的奋斗和坚守，也正是如

此，才能上演绿色传奇。海兴农

场正向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绿

色生态、和谐宜居、美丽富饶”的

现代化农场迈进。

□记者 段永亮 董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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