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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气象局

学条例 促文明 树新风

本报讯 （记者 田 久 通讯员
申明洲）近日，河南省豫南燃气有限
公司驻马店燃气分公司根据上级
部署，开展燃气安全“百日行动”，
以实际行动拧紧燃气安全阀，守护
城市烟火气。

该分公司联合驿城区雪松街道
纱厂社区开展燃气安全“百日行动”
居民燃气安全宣传进社区培训活

动。活动现场，该分公司工作人员
通过发放燃气安全宣传手册、摆放
宣传展板、设立咨询台、结合实物讲
解安全用气常识等进行宣传，解答
居民疑难问题。针对部分有检修需
求的居民，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查看
燃气连接管、检修燃气灶、检测室内
燃气设施安全等，让居民感受到安
全服务“零距离”。

“他们的服务很热情，来我家检
查天然气，发现软管老化，并及时帮
忙更换，为他们点赞。”市民熊女士
说。

“这个活动做得很好，他们发的
用户安全手册、宣传单让我们了解
了安全用气注意事项。”市民吕先生
说。

此次活动有效增强了居民安

全用气意识，让安全理念深入人
心。据了解，根据燃气安全“百日
行动”方案安排，该分公司工作人
员还会陆续到中心城区其他社区
开展安全进社区活动，不断创新宣
传方式方法，加大宣传力度，把安
全知识送到千家万户，及时消除各
类安全隐患，确保居民燃气使用安
全。③6

河南省豫南燃气有限公司驻马店燃气分公司

开展“百日行动”筑牢安全用气防线

本报讯 （记者 冯 帅 通讯员
刘 威）为进一步推动《河南省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
落实，引导和促进全体气象职工文
明行为养成，树立文明观念，更好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月28日上午，市气象局组织全体
人员开展“学条例 促文明 树新风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知识集中答题”
活动。

答题活动进行前，市气象局专门
集中组织学习了《河南省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驻马店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并通过“咱的驻马店”App开展

知识竞答活动。
此次知识竞答以《河南省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为主要内容，涉及公共
秩序、文明出行、环境卫生、依法追责
等，采用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等形
式进行，充分考察了大家对《河南省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知识的掌握程
度。

此次知识竞答活动提高了该局
职工对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知晓
率与参与率，规范了每个人的文明
行为，带动全局整体文明程度提
升，真正树立起新时代的良好社会
风尚。③6

行业 风采

本报讯 （记者 陈 诚 通讯员
王 静）7月27日，市乡村振兴局召开
局党组（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上
级讲话精神，听取了各科室、中心负
责人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和下半年
工作打算，研究部署了下半年工作任
务。

今年以来，市乡村振兴局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
求，强化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

实，动态监测帮扶、资金拨付、产业增
收、稳岗就业、小额信贷、问题整改、
信访舆情等工作取得新成效。下半
年要对标对表重点工作任务，做到站
位再提升、目标再聚焦、标准再提高、
督导再严格、作风再转变、责任再压
实，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全力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推进乡村
振兴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确保各项工
作走在全省前列。③6

河南乐山电缆有限公司

全面提升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水平

市乡村振兴局

压实责任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玉米是一种喜光、喜温、不耐阴
的短日照植物，夏季高温天气有利于
玉米的生长，但是，在实际种植过程
中，玉米也会发生高温热害。玉米虽
然耐高温，但是也有适宜的生长温度
（22℃~30℃），一旦长时间超过了适
合生长的最高温度，就会发生热害。
我省多年生产经验表明，当玉米处在
日平均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35℃持
续5天以上，无有效降雨持续8天以
上的气象条件下，高温热害就必然发
生。

进入8月份，玉米普遍进入抽雄、
吐丝期，这个时期是玉米对高温最敏
感的时期，也是决定产量最关键的时
期。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1日起，副
热带高压将再度加强西伸，高温范围
北抬，华北南部、陕西南部、黄淮、江
汉、江淮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而且8

月1日至9日，河南省大部分地区降
水偏少。这种情况下，我省玉米发生
高温热害的概率将大大增加。

抽雄、吐丝期玉米受高温热害主
要影响，雌雄分化发育严重受阻，发育
不良，花粉和花丝活力下降，甚至败
育，花粉量少，散粉和受精时间短，造
成授粉结实不良、果穗秃尖缺粒现象
十分突出，产量严重下降。

那么，玉米高温热害怎么预防呢？
一是了解玉米品种的抗高温热害

能力。重点从田间观察品种雄穗特征
入手，即从雄穗长短、分枝数、颖壳饱
满度等方面判断花粉量的大小。雄穗
分枝少、短小，颖壳不饱满的通常花粉
量较少，散粉周期短，抗高温热害能力
略差。根据往年经验，郑单958类品种
抗高温热害能力较强，而先玉335类品
种抗性相对较弱。

二是根据播期和生长情况预测散
粉、吐丝期。如果既是易受高温热害，
散粉期又处在高温干旱期间的品种，
就要采取有效防治措施。

三是灌溉浇水。根据土壤墒情与
地温及时浇水，确保散粉吐丝期玉米
对水分的需求，同时降低田间温度，维
持植株水分在合理的水平上，有利于
授粉受精。浇水要在上午10时之前、
下午3时之后进行，避开中午高温时
段，以浇透为宜，不易过量，以免对玉
米造成伤害。

四是人工辅助授粉。在高温干
旱期间，玉米的自然散粉、授粉和受
精结实能力均有所下降，采取人工
帮助授粉可以提高玉米结实率，降
低玉米果穗空粒、空行、秃尖等问
题。在清晨较为凉爽的时候进行人
工辅助授粉，方法是把一条长绳顺

放在玉米行间，人拉着绳子两端摇
摆，绳子摇打玉米植株，达到辅助授
粉的目的。

五是合理追肥。在常规追施每亩
15公斤尿素的基础上，喷施磷酸二氢
钾补充钾肥，一方面有利于降温增湿，
同时钾元素可以增强抗逆性。可以补
充铜、锌微量元素，这两种元素能增强
花丝花药活性。

广大农民群众要多到田间观察，
对品种雄穗特性有一定了解，注意散
粉期气温和旱情，采取有效措施来避
免高温热害对玉米产量的影响。③6

（作者系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
系驻马店综合试验站站长）

玉米遭受高温热害应对管理技术
□ 王成业

专家 支招

汝南县农业农村局

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花生生产

学文明条例

做文明市民

本报讯 （记者 冯 帅 通讯员
朱晓吾）7月27日上午，汝南县农业
农村局组织专家到河南省三九种
业有限公司绿色高质高效高油酸
花生创建项目百亩方新品种展示
基地实地查看花生长势，指导花生
田间管理，做好农技服务。

河南省三九种业有限公司是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又是省、市
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近
年来，该公司有花生良种繁育基地
2 万亩，花生原料种植基地 1.2 万
亩，其中五彩花生、高油酸花生绿
色食品生产基地 0.82 万亩。该公
司所推广的花生品种分别进入河
南省 20 多个产油大县、绿色高产
创建供种项目，五彩花生进入汝南
县农业农村局的种植项目及新疆
拜城的示范项目。

针对近期降雨频繁造成地势
低洼、排水不畅、花生田渍害较重
的状况，汝南县农业农村局的专家
现场研判、认真分析，给出了具体
的“诊断”意见。

“目前，花生处于关键管理期，
对长势旺盛的田块要控，但不要一
下控死，要分多次控；对长势弱的田
块要促，要适量追肥或施叶面肥。”
专家对河南省三九种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唐长友说。

“发展高油酸花生产业，是县
委、县政府审时度势、反复论证，是
顺应市场需求、回应政策导向、深
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
举措，汝南县种植有条件、市场有
需求、农户有意愿、示范有基础。”
汝南县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表
示。③6本报讯 （记者 田 久）7 月 30

日，河南乐山电缆有限公司党支部在
公司党员活动中心召开支部党员大
会。

会议首先从制度建设、组织建设、
队伍建设等方面总结了公司上半年
的工作成绩以及获得的荣誉，汇报了
上半年经营情况、下半年的经营激励
政策以及战略发展布局。各位党员
踊跃发言，从自身岗位总结上半年的

工作不足以及下半年的改进计划，大
家找差距、补短板，努力为公司的发
展建言献策。

该公司主要负责人要求，要坚决
落实董事会的五年战略发展规划，凝
聚共识、坚定信念，奋斗实干、提质增
效，用好工具、突破极限，共同发力、
再攀高峰，坚定不移强化党的领导，
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面提升党
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水平。③6

本报讯 （记者 宋 玉）近日，同
方驻马店项目部召开迎八一复转军
人座谈会，向复转军人致以节日的
问候和祝福。

会上，同方驻马店项目部多位复
转军人代表进行了发言，大家回顾了
光荣的从军经历，畅谈了转业后的工
作感受。大家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
将继续保持军人本色，发扬优良传统，
立足本职岗位，全力以赴做好工作。

同方驻马店项目部负责人向为
我国国防建设付出辛勤努力的复转
军人表示崇高的敬意，对他们在工
作中展现的过硬的政治素质、严明
的组织纪律、优良的工作作风、昂扬
的精神风貌和对供热工作作出的贡
献给予充分肯定。

此次座谈会增进了复转军人的
归属感和获得感，提高了复转军人
的凝聚力和向心力。③6

同方驻马店项目部

组织复转军人庆八一

8月1日，《驻马店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正
式施行。为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和促进文明行为养成，国网遂平县供电公
司按照遂平县文明办统一部署，组织焦裕禄共
产党员服务队在县城开展了学文明条例宣传活
动。⑥6

记者 万华翼 通讯员 马赛男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田 久 通讯员
黄文静）7月27日，接市气象台雷暴
大风黄色预警通知，预计我市27日夜
间至28日将受雷暴大风天气影响，风
力7级以上，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
等强对流天气。为全面做好防范工
作，国网驻马店供电公司迅速行动、
积极应对，全力确保恶劣天气电网设

备安全稳定运行。
在接到雷暴大风预警的第一时

间，国网驻马店供电公司立即启动
恶劣天气应急响应，迅速落实多项
防范措施。开展重点部位隐患排
查。组织专业人员对变电站内防汛
物资、围墙、电缆沟有无积水、电缆
孔封堵有无松动等进行再排查、再

整治，确保各项隐患及时消除。强
化供电服务保障。排查落实重点用
户、高压专变小区、公共用电设施等
防风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与重要客
户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落实责任
到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实
时监测重要用户用电情况，做好重
要用户的供电保障。强化物资保

障。加大防风防汛物资储备力度，确
保关键时刻应急抢修物资备得足、调
得动、运得出、用得上。严格应急值
班管理。相关人员到岗到位，确保发
生险情时，队伍拉得出、顶得住、打得
赢。主动与当地政府及气象部门沟
通，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制订事故应
急处理预案，切实做好恶劣天气下的
电网安全运行工作。③6

国网驻马店供电公司

迅速响应 确保恶劣天气供电安全

尊敬的业主：
你们好！根据双方签订的《商

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二条及附件十
一补充协议第二条的约定，我公司
依据政府下发的多个扬尘治理文件
要求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天气因素
的影响，蓝天·世贸中心项目6号楼
交房时间顺延。为确保质量和品
质，交房时间暂定 2023年 3月 31

日。我公司将采取赶工措施，尽早
交付，具体交房时间以我公司向您
发出的交付通知为准。

感谢各位业主的理解支持！
祝各位业主生活愉快、阖家安

康！
特此通知

河南蓝天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9日

尊敬的业主：
你们好！根据双方签订的《商

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二条及附件
十一补充协议第二条的约定，我
公司依据驻环攻坚办〔2019〕375
号文、驻环攻坚办〔2020〕4号文等
政府扬尘治理文件要求以及新冠
肺炎疫情、天气因素的影响，蓝
天·世贸中心项目5号楼交房时间
顺延。为确保质量和品质，交房

时间暂定 2023 年 3 月 31 日。我
公司将采取赶工措施，尽早交付，
具体交房时间以我公司向您发出
的交付通知为准。

感谢各位业主的理解支持！
祝各位业主生活愉快、阖家安

康！
特此通知

河南蓝天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9日

通 知

通 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