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说 豫新新
全国人大代表杨来法：
做好乡村旅游和高效农业新文章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刘瑞朝 文 受访者供图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构建现代
乡村产业体系。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打
造农业全产业链，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城，
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青山绿水如何成为金山银山？乡村振
兴的道路，如何从跑架子车到跑小轿车的
嬗变？全国人大代表、洛阳市栾川县潭头镇
拨云岭村党支部书记杨来法说，“十四五”
时期，他们要做好乡村振兴示范村这个新
标杆，尤其做好乡村旅游和高效农业这两
篇新文章，打造升级版的拨云岭品牌。

【新事】
以前通架子车、如今过大巴车
今年水泥路要升级为柏油路

洛阳市栾川县潭头镇拨云岭村，就
是这样一个村子。位于山顶之上的村子，
鸡犬之声相闻，但四周高山环绕，二十多
年前，村子与外界的联系，仅有一个出
口，却被栾川县的母亲河伊河所隔绝。

出路何在？出路就在于道路。从
2004年开始，拨云岭村开始修公路。最
初的公路并不怎么宽，宽的有1.6米，够
一辆架子车通行。后来，道路进一步拓
宽，拖拉机可以轻松经过。随着道路长

度的增加，如今，村里最宽的道路都可
以通大巴车了。依靠村里天然的旅游资
源，好山好水好风光，旅游发展起来了，
村民的腰包也鼓起来了。今年，他们将
对村里的道路进行升级改造，逐步改造
成柏油马路，路况会大为改善，成为美
丽乡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新说】
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和优质高效特
色农业，重点在于拉长产业链条

核桃，牡丹，土鸡。三类不同的物
种，能够和谐组合在一块儿吗？

拨云岭村的立体种植模式，给出了
确定的答案。种植核桃树，发展林果业；
核桃树下种牡丹，发展花卉业；牡丹下
面养土鸡，发展养殖业。立体种植模式
将土地效益发挥到了最大限度，拓展了
当地农民的增收渠道。

发展乡村旅游，最重要的是延长
旅游产业链条。杨来法说，最重要的是
让来到这里的人，能够留下来，住下
来，看村子里的景，吃农户家的饭，住
进村里的宾馆和旅社。餐饮住宿的发
展，还能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当地的旅
游收入。

“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和优质高效特
色农业，拉长产业链，扶持龙头企业，壮
大集体经济，都是我们接下来需要下大
力气攻坚克难的着力点。”杨来法说，最
近几年，拨云岭村新发展的中蜂养殖、

特色小吃等产业方兴未艾。

【履职】
建议提升村级干部队伍工资待遇
建立乡村振兴人才激励机制

乡村振兴，最重要还是要靠人才来
推动。杨来法建议说，建立乡村振兴人
才激励机制，使更多的组织人才、技术
人才，加入到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在晋
升待遇等各方面给予特殊照顾，鼓励高
校科研院所与基层合作社、龙头企业联
姻，尽快形成现代企业管理运行机制，
以便在市场大潮中站稳脚跟。提升村级
干部队伍的工资待遇，完善社会保障机
制，打通乡村两级用人渠道，拓宽村干
部晋升路径，建立起一支稳定的乡村振
兴服务队。

网友“郭彦超49”说，乡村旅游仅仅是乡村振兴的一个方面，要加
大制度创新引导资金回流乡村，发展村集体经济，百业振兴。

网友“平常之心160”说，能把人口留住，不外出务工，发展本地经
济，享受人口红利，还是要多招商引资助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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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港区标准厂房。东区高档家

具精装写字间高档设施齐全

会所出租转让18539562595

寻人启事

●刘明林,女,信阳固始县城关

人,现在郑州做生意,可能在南

阳路太极公馆她姐姐家居住,
付鑫找你,看到后速联系。

联系电话:13790363506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保姆保洁修家电 65930584

公告

● 河南省高校实验室工作

研究会负责人公示名单

理事长：董子钢

常务副理长兼秘书长:马国杰

副理事长:宋安东郭玉明

马建宏徐红玉于善启

刘德汞张鬲君黄明举谢日行

联系方式:曹矿林 67781611

●减资公告：河南海霖科教设备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6265991192930）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将注册资金

从人民币6006万元减至1018
万元，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请求。特此公告。

声明

●杨永霞将英地金台府邸装修

押金收据丢失,收据号WYFSK2
019080066,声明作废;由此引起

的任何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郑州市金水区亿源烟酒食品

店原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北京香榭莱茵贸易有限公司

洛阳分公司，税号41030309
4576501，税务登记证副本丢

失，声明作废。

●王泊然，男，出生时间为20
14年12月17日12时36分的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O4115448
88）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正业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遗失，公章编号4101
050237654，声明作废。

●常小红4105111987****5021
遗失郑州碧桂园海龙置业有

限公司三期29号楼1单元204
房购房发票和购房合同，发

票开具时间2020年10月4日，

发票号码:30088977合同编号

:XY18004030583金额927421
元整，声明作废。

●丁佳文，购买的宏江瀚苑3
号楼2401房（合同信息备案

摘要）丢失，合同号为1900
4736298，特此声明。

●关明明郑房权证字第160108
2895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房
屋坐落: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北二路66号51号楼2单元

26层2602号,本人声明作废,如
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河南豫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闫亮(身份证号:410204
199211025034)不慎遗失

河南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岗

位资格证书一本,证书编号:
4501004031，特此声明。

●雷玉杰不慎将正商滨河铭筑

编号0233211面值3000元装修

保证金押金条丢失,特此声明。

●王亚飞遗失护士执业证,性
别:女，证书编号2014410
25917级别士级，声明作废。

●刘雅君,宏江翰苑3号楼916
室,合同号18003918638合同

信息备案摘要丢失,特此声明。

●贾凯瑞（2016年12月22日出

生）丢失编号为Q411616029
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河南优尚上品实业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4MA
465YDL43声明作废。

●河南光泽市政园林工程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411
0244005180）、财务专用章（

4110244005181）、合同专用章

（4110244005182）法人章（法

人:石亚龙），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瑾雪服饰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4M
A9FB6Q17F声明作废。

●江苏华复保利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郑州分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105MA481ATU
4C，声明作废。

●新密市公安局孙自锦人民警

察证遗失号105966声明作废。

●封丘县黄河运输公司豫GA0
139营运证丢失，证号4107
27008090声明作废。

●许昌市建安区敬雨毛发购销

部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5
030003900601声明作废。

●编号为0411111320姓名为

管浩睿，出生日期为2014年
07月11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作废。

●封丘县乡村住宿旅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10727MA9FG
XNP5T，核准日期：2020年
7月30日，现声明作废。

●虎志强巩房权字第5223号房

屋所有权证遗失，房屋坐落

巩义市货场路拖厂家属院2号
楼3单元306特此声明。如无

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刘晓朵遗失正商智慧城二期

5-2-2902办证费收据（金额

60元，编号1103244）维修

基金收据（金额5736元，编

号1103243）声明作废。

●张啸(共有权人:张力)郑房权

字第1201114051-2、12011
14051-1号.张啸豫(2017)郑州

市不动产权第0173797号房屋

所有权证遗失,特此声明。如无

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洛阳昌宁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法人章遗失，法人:尚军，号

4103220002144声明作废。

●郑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郑州建工集团郑州应急

投送保障基地围墙、场地等

零星工程资料专用章(仅用于

工程技术资料;签订合同、借

款和担保等均无效),编号:4
101020046173，声明作废。

●义马市杨晓惠中西医结合诊

所，注册号：41128100166
53公章遗失声明。

●义马市子章街二店同乐人医

药超市，注册号：41128100
20211公章遗失声明。

●义马市同乐人医药超市常村

店，注册号：41128100121
30，公章遗失声明。

●义马市同乐人医药超市，注

册号：4112810009330，
公章遗失声明。

●义马市同乐人医药超市东工

地店，注册号：411281001
2129，公章遗失声明。

●义马市同乐人医药超市毛沟

店，注册号：41128100121
28，公章遗失声明。

●义马市子章街同乐人医药超

市，注册号：41128100201
66，公章遗失声明。

●郑州易虎商贸有限公司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许可

证编号：JY14101940000507，
声明作废。
●本人杨恒兴，李巧玲遗失河
南中诚世家置业有限公司开

具凯旋城25号楼2单元7层2
702室首付房款,收据号6791
758金额70000元，其他费用
收据单号7787505金额16982
元。声明作废。

●王正巧，身份证号41290219
7510022042，遗失邓州市卢
浮帝景，14号楼，单元2202
室收据2张，收据编号00056
07，伍千元整收据编号0005
608，壹万伍千元整，共贰

万元整，声明遗失作废。
●河南镒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禹州市奥星羊肉汤杂炣店河
南省小食品经营登记证遗失，
登记证编号 JYDJ24110810
2000315声明作废。

众说 关于河南“新”词 网友有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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