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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业股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
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
域短板，根据《河南省农
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0
年河南省基层农技推广体
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实
施方案〉的通知》（豫农
文 〔 2020 〕 264 号 ） 、
《2020年南阳市基层农技
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
项目实施方案》及《桐柏
县2020年基层农技推广体
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实
施方案》规定要求，切实
加强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供
给能力，强化农业产业工
作科技支撑，拓宽农技推
广人才的保障途径，为我
县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有力
技术支撑，现就公开招募
特聘农业技术员公告如
下：
一、招募人数
2020年度我县公开招
募特聘农技员5人。其中：
负责小麦、水稻、玉米、
红薯等粮食作物农技员一
名，常驻埠江、安棚农技
推广区域站；负责花生、
茶叶农技人员一名，常驻
毛集农技推广区域站；负
责畜牧养殖农技人员一
名，常驻城郊、平氏农技
推广区域站；负责水产养
殖农技人员一名，常驻月
河、吴城区域站；负责油
菜、蔬菜、食用菌等其他
农作物技术员一名，常驻
黄岗农技推广区域站。
二、招募条件
年龄58周岁以内，身
体健康，具有丰富的农业
生产实践经验、较高的技
术专长和科技素养，热爱
农业农村工作，责任心、
服务意识和协调能力较

乡村振兴正当时
加快推进五个振兴 着力实现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术专长和科技素养，热爱
农业农村工作，责任心、
服务意识和协调能力较
强，在粮食、花生、茶
叶、畜牧养殖、高效经济
作物等农业产业方面指导
带动农民增收效果明显的
农业乡土专家、农业种养
能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技术骨干，农业科研教
学单位中长期在生产一线
开展成果转化与技术服务
的科技人员。
农业系统体制内在岗
人员或者公务员、事业编
制人员不纳入特聘人员招
募范围。三年内有违法违
纪或者犯罪情况等不良纪
录者，不予申报。
三、招募程序及方法
（一）报名及资格审
查
报名采取现场报名和
现场审查的方式进行，由
县农业农村局对应聘人员
提交的相关信息进行审
查，审查合格后方可参加
考核。
1.报名时间及地址
时间：2020年9月24日
-28日，在桐柏县农业农村
局种植业股报名;
2.资格审查
报名同时进行资格审
查，应聘人员携带个人身
份证、组织经营营业执
照，有关农业培训、认
证、奖励证书等相关材
料，近期二寸免冠彩色照
片3张(蓝底)，并提交报名

照，有关农业培训、认
证、奖励证书等相关材
料，近期二寸免冠彩色照
片3张(蓝底)，并提交报名
表2份。
（二）技能考核
技能考核由专家组组
织进行，基本程序为：①
个人介绍其与农技推广工
作有关的经历;②展示过去
的工作成果或业绩;③专家
提问。其中，个人陈述部
分不得超过10分钟。
（三）审定公示
经专家组技能考核确
定初步人选后，报局党组
最终审定，并对拟招募特
聘人员进行公示，公示期5
天。
（四）确定人选
公示期满后，根据信
息反馈情况确定最终人
选，由桐柏县农业农村局
组织开展对拟聘人员的考
察。
（五）签订服务协议
考察合格者，即为我
县农技推广特聘农技员，
由桐柏县农业农村局与其
签订农技推广服务协议，
并颁发特聘证书。
四、服务管理
县农业农村局制定
《桐柏县特聘农技员考核
管理办法》，进行规范服
务管理。特聘农技员服务
期限原则上不超过1年。服
务期间，以工作任务完成
情况、服务对象(特别是贫
困农户)的满意率、解决产

管理。特聘农技员服务期
限原则上不超过1年。服务
期间，以工作任务完成情
况、服务对象(特别是贫困
农户)的满意率、解决产业
发展实际问题所取得的成
效等为主要考核指标，采
取量化打分和实地测评相
结合的方式，定期对特聘
农技员进行绩效考核，考
核不合格的及时解除服务
协议;考核优秀的，服务期
满后可优先续聘。特聘农
技员使用期内的经费统筹
利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
革与建设补助资金或县财
政拨付的专项资金支付，
每人每年(服务期1年)服务
工资25000元左右，其中年
基本工资2.4万元，年绩效
工资0.6万元(依据考评等
次分级补贴)。
联系人：李华鑫 联系
电话：18238106188
邮箱：tbcyb@163.com
附件：桐柏县特聘农
技员报名表
桐柏县农业农村局
2020年9月16日

2020 年 国 家 网 络 安
全 宣 传 周 于 2020 年 9 月
14-20 日 在 郑 州 成 功 举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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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机关党支部召开接收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大会

9月15日下午，县农业农村局机关
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讨论研究接收邢
家宾同志为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金明明
同志按期转正等有关事宜。党员大会应
到会具有表决权的党员43人，实到会具
有表决权的党员22人，会前以书面材料
提交意见的党员11人，有表决权的到会
人数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人数的半数，
符合程序规定。大会分两个议程进行，
机关党支部书记张旭培同志主持会议。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大会首先进行第一议程，讨论研究
接收发展对象邢家宾同志为预备党员事
宜。会上，支部组织委员王克同志介绍
了发展对象邢家宾的基本情况，入党申
请人邢家宾向党支部大会宣读了《入党
志愿书》，汇报了自己对党的认识，入
党动机及现实表现。接着入党介绍人、
培养人李海远同志具体介绍了邢家宾同
志的培养考察情况，并对其能否入党表
明意见。随后，纪检委员曲玲同志报告
了对发展对象的审查情况：经过党支部
考察，与本人、群众谈话，了解到邢家
宾同志及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情况
清白，均无历史问题。
之后，到会党员就邢家宾同志能否
入党进行了充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邢
家宾同志符合一名中国共 产党员的标
准，与会党员对邢家宾同志转为预备党
员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经监、计票人
核对统计，全票通过。
机关党支部副书记李华达同志宣读
了支部大会决议，新接收预备党员邢家
宾同志作了表态发言。
大会接着进行第二议程，讨论研究
预备党员金明明按期转正事宜。会上，
预备党员金明明宣读了《转正申请
书》，汇报了自己在预备期间思想、工
作、学习情况。入党介绍人李海远同志
介绍了金明明同志预备期表现情况，组
织委员王克同志介绍了金明明在预备期
间教育考察情况，提出能 否转正的意
见：认为金明明同志能够认真学习理论
知识，以合格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同意
她按期转正。
之后，到会党员就金明明同志能否
按期转正进行了充分讨论，并以无记名
投票表决的形式，一致同意金明明同志
按期转正。
机关党支部副书记李华达同志宣读
了支部大会决议，金明明同志作了表态
发言。
在机关党支部书记张旭培同志的带
领下，参会党员全体起立，面对党旗进
行了入党宣誓。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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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期转正进行了充分讨论，并以无记名
投票表决的形式，一致同意金明明同志
按期转正。
机关党支部副书记李华达同志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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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全面小康
践行科技为民
近日，由桐柏县科协主办的2020年
桐柏县全国科普日活动在吴城镇举行。
2020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主题是“决胜全
面小康，践行科技为民”，桐柏县农业
农村局结合本地的实际，开展农业科普
工作。
科普宣传员结合当地实际，将农作
物病虫害防治、水稻轻简化栽培等内容
融入到科普宣传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进行科普宣传，爱到老百姓欢迎和好
评。（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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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飘香收割忙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桐柏县水稻
原种场试验田里的水稻陆续成熟，该场
大田职工们抓紧抢收、晾晒水稻，确保
颗粒归仓。
县水稻原种场 摄

庆丰收农民忙
农技人员“保驾护航”
图为县种技站农技人员前往田间地
头实地水稻新品种欣两优2172籼型两系
杂交水稻生产情况。
县种子技术服务站 摄

机械化收割
帮助农民丰收
图为安棚金农牧业有限公司利用机
械化技术对全株青贮玉米进行田间收
割 。 用机 械 化丰 收 玉米 ,作 业 效率 更
高、速度快,为农户朋友省工又省力。
刘帅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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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大力培育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优势产品
助力桐柏乡村振兴
（本报刊 2020年9月21日）
桐柏县位于河南省南部，南阳盆地东源，桐柏山

全县现有花生种植面积34万亩，年总产花生果10

腹地，豫鄂交界处，是千里淮河的发源地和国家老苏

万吨，年总产值5.6亿元，其中加工量3万吨，加エ产

区县。近年来，县委、县政府结合县域实际，充分调

值3亿元。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三源粮油食品公

研，在稳定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积极调

司，建有全国最大的20万吨冷榨花生油生产线。

整农业产业结构，明确提出“远抓茶近抓艾、香菇龙

中药材。桐柏山为中药材之乡，自然条件适宜多

虾致富快”长短结合的产业发展思路，围绕特色资源

种中药材生长、自然资源丰富、中药材质量上乘、市

优势和产业基础，积极培育发展优势特色产业。 目

场前景好、政策扶持好，农民种植中药材经济效益较

前，全县以茶叶、菌菜、花生、中药材、林果、小龙

高。全县以艾草、夏枯球、桐桔梗等道地药材为主的

虾为主的优势特色产业初具规模，特色农产品种植面

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产值达到3亿元。其中，

积达80万亩以上，产值25亿元，占全县农业生产总值

艾草为全国最佳适生地，夏枯草为全国最大集散地，

的59%，为农民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桐桔梗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茶叶。桐柏农业区划分上位于我国江北茶区的北

林果。 桐柏地处国家南北气候过渡带，全县丘

缘，是茶树生长的最宜适区，茶业发展历史悠久，是

陵、浅山区面积大，适宜种植面积在40万亩以上。全

河南省“优质茶叶基地县”和国家“有机茶乡”。县

县以桃、梨为主的水果种植面积达5万亩，总产4万

委、县政府对茶业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一系列促进产

吨，以板栗、核桃为主的干果种植面积10万亩，总产3

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全力推动“中原茶乡”建设。全

万吨，是国家现代农业桃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县、“河

县现有茶园面积12.4万亩，年产干茶2370吨，产值6亿

南省优质板栗之乡”，朱砂红桃为国家地理标志产

元，其中出口创汇2.58亿元，占全省出口量的53%。主

品，闻名国内外，深受消费者欢迎。

导产品有“桐柏玉叶”“桐柏红”“茯砖茶”等，其

小龙虾。桐柏县水资源丰富，适宜小龙虾养殖的

中“桐柏玉叶茶”为“河南省十大名茶”“国家地理

区域广阔。全县水稻种植面积25万余亩，其中15万亩

标志保护产品”，“桐柏红”为河南红茶“四大名

适合稻虾共养，是河南省“四优四化”稻渔综合种养

枞”。

示范县。目前，县内各乡镇基本都有小龙虾养殖，2个

食用菌。桐柏县山区面积大，林木资源丰富，适

乡镇养殖面积超过1万亩，8个乡镇养殖面积超2000

宜发展食用菌产业，是河南省食用菌重要生产基地县

亩，全县小龙虾养殖户7000余户，发展面积达6.2万余

之一。目前开发生产的主要产品有:香菇、黑木耳、平

亩，产值5亿元。

菇、草菇、羊肚菌、杏鲍菇、银耳等，其中香菇稳定

蔬菜。桐柏县处于南北气候过渡带，气候温润，

种植规模达3000万袋，规模化种植1200万袋以上，黑

全年降水量充沛，土壤肥沃，非常适宜蔬菜种植。全

木耳600万棒。年产2万吨（干鲜混合），产值2亿元。

县蔬菜常年菜田面积3万亩，全年播种面积达到7.2万

花生。桐柏县是“国家花生标准化示范县”，农

亩，建成供港蔬菜基地0.5万余亩，主要种植广东菜

业部确定的花生生产重点县和河南省中小果花生的主

芯、芥兰等，总产量10.6万吨，产品销往深圳、广

产区、河南省高油酸花生20个基地县之一。全县现有

州、香港等地。

花生种植面积34万亩，年总产花生果10万吨，年总产
值5.6亿元，其中加工量3万吨，加エ产值3亿元。省级

办刊宗旨：聚焦三农，服务大众
主

办：中共桐柏县农业农村局机关委员会

承

办：桐柏县农业农村局党办（信息宣传中心）

公 众 号：桐柏农业
联系方式：邮箱tbxnyncjdw@126.com 电话0377-68110572
供稿单位：局办公室、种植业股、机关党委，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种子技术服务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