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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钱洪波

10 月 22 日，新县西河湾人声鼎
沸，车水马龙，2016大别山（新县）首届
乡村旅游文化节在这里举行。

山水掩映的古民居、现代化的主
题餐厅、星空帐篷，留有红色记忆的
乡村会堂，大别山上原汁原味的土特
产展销，还有乡土气息浓厚的障碍游
戏……让游客们如痴如醉。

新县素有“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
篮”之称，是全国著名、全省唯一的将
军县。长期的革命斗争，留下了7处国
家级革命文物保护单位，16处省级革
命文物保护单位和300多处革命遗址
遗迹，是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新县地处大别山腹地，境内河溪
纵横，层峦叠嶂，有山皆绿，无水不清，
被誉为“北国江南、江南北国”，空气中
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米达22000个以
上，人称“天然氧吧”。

新县古村落星罗棋布，古灵秀美，
有中国景观村落6个，中国传统村落8
个，河南省传统村落23个；这里民俗风
情浓郁，有豫南特色农家饮食 100余
种，农家饭庄400余家，乡村住宿体验
场所100余家，茶叶、土布、根雕等特色
旅游商品 100余种；这里民间文艺丰
富，有杨摆柳、赛歌会等民间艺术团体
10余个，独具特色的山歌上百首。

革命史诗、自然风光与民俗文化
交相辉映，使新县成为休闲度假、旅游
观光、品味乡村文化的理想胜地。

据新县县长夏明夫介绍，近年来，新
县立足资源优势，树牢红色引领、绿色发
展理念，紧扣山水红城、健康新县定位，
围绕“一城三线”旅游精品线，打造西河
湾、丁李湾、莲花村等精品乡村旅游景点
10余处，培育田铺河铺村、陈店梅花村等
特色农业旅游示范村11个，规划建设县
城——泗店——田铺旅游沿线农家乐集
聚区，建成一批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名村、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中国乡村旅
游模范户和金牌农家乐。

新县相继获得中国优秀旅游目的
地、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中国百佳深呼吸小城等多项国家级荣
誉，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旅游标准化示
范县和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据统计，2016年1~9月份，新县已
经接待游客222.2万人次（其中乡村旅游
占 40%以上），旅游相关综合收入达
10.87亿元，直接带动从业人员2.5万人。

2016大别山（新县）首届乡村旅游
文化节活动持续两天，开展了包括红
色土地·古色乡村自驾游、“大别山露
营杯”诗画乡村摄影大赛、“诗画乡村”
网络征文大赛三项活动。

为放大乡村旅游文化节活动效
应，活动期间，县里还举办了新县红歌
晚会，“挺进大别山”主题障碍竞速游
戏、新县特色旅游商品展等相关活动。

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票全省
首发仪式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举行。该套邮票共6枚，分别为长征
出发，遵义会议，四渡赤水，过雪山草地，胜利会师及不忘初心、走好
新长征路等内容。 刘宏冰 摄影报道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李杰

9月 28日，国务院公开发布《关于
同意新增部分县（市、区、旗）纳入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批复》，信阳浉河区、
罗山县、光山县被新增纳入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此前，商城、新县已于2011
年被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大别山
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至此，信阳共有
五县区被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据悉，早在2008年，环境保护部和
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全国生态功能区
划》，信阳市商城县、新县、光山县、罗山
县和浉河区等五县（区）已经被列为全
国重要生态功能区，在水源涵养、土壤
生态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2011年，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

能区规划》，大别山区作为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限制开发，功能定位明确为保
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示范区。强调要以保护和
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为首要任
务，因地制宜地发展不影响主体功能定
位的适宜产业。

2015年，环保部与中科院发布《全
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进一步强化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护的重要性，明确
要求要加强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与恢
复，经济社会发展应与生态功能区的功
能定位保持一致。同时提出对重要生态
功能区加大国家和地方财政投入和转移
支付力度，建立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尽管被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后，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发展，但历届信
阳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强

化生态文明建设，把环境保护作为建设
魅力信阳的重要抓手。信阳先后获得
国家级生态示范市、国家卫生城市、国
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连续八届蝉联中国十佳
宜居城市，连续六届荣获中国最具幸福
感城市。这些荣誉的获得，关键在于信
阳始终保持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党和国家没有忘记老区人民，为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从2008年起，中央财政设立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通过明显提
高转移支付补助系数等方式，加大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世界文化自然遗产等禁止开发区域的
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

2015年 12月，中办和国办联合印
发《关于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革命老
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完善

资源开发与生态补偿政策。支持将符
合条件的贫困老区纳入重点生态功能
区补偿范围，逐步建立地区间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

如今信阳森林覆盖率达 36.1%，拥
有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 19
处，大中小水库 991座，水资源总量近
90亿立方米，大气和水环境质量一直稳
居河南省前列。良好的生态不仅在承
接产业转移上具有较强的环境承载能
力，而且能够提供优美的工作和生活环
境，成为中部地区非常理想的宜居宜业
宜游城市。

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坦言，信阳最
好的资源就是优良的生态环境。信阳
五县区入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机
遇更是责任。只要我们坚持环保与发
展的良性互动，信阳的青山秀水就一定
成为老区人民的幸福源泉。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曾令菊 刘长河

山上郁郁葱葱,云雾缭绕；山下泉
水潺潺,清澈见底；一条弯弯曲曲如盘
龙的盘山公路直达山顶。10月 20日，
在商城县金刚台镇金刚台村，仿佛置身
于世外桃源之中。

“‘十一’黄金周期间，我这农家饭
庄的客人天天爆满，每天纯收入近万
元。”该村“山里红”农家乐老板吴孔
彬喜滋滋地说。

吴孔彬曾经有着心酸的创业经历：
买了一辆机动三轮帮人拉货，结果出了
车祸，车摔成了废铁；承包20亩水库发
展养殖业、5亩荒地种植反季节苹果，还
开了一个小卖部，结果由于体力、技术、
资金等种种原因，收入却是一年不如一
年。“那时别人都在脱贫，我却在返贫。”

“几年前，我抓住县里发展乡村旅
游的大好机遇，开了一家农家乐餐馆。
随着这几年游客暴增，我又陆续扩建，
现在已经建成这片占地3000多平方米
的‘山里红’饭庄，集饮食、休闲、娱乐于
一体”，谈及自己的饭庄，吴孔彬喜形于
色，“每年的‘五一’‘十一’假期，我这儿
每天接待上千人，年收入可达 70余万
元。饭庄雇用了周边10多位留守妇女
为固定餐饮服务人员，还带动咱村的
12户贫困户从事种、养殖业，帮助 40
多人脱贫致富。”

据村支书张长发介绍，近几年该村

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扶贫主导产业，将
扶贫开发整村推进与新农村示范点建
设相结合，先后投资1000余万元，完善
旅游配套设施、合理布置旅游项目、发
掘红绿资源优势。同时引导群众自发
开展清洁家园、护绿添绿、美化净化景
区行动；建成万亩旅游观光茶园，形成

“采农家茶、赏茶文化、吃农家饭、享农
家乐”的特色农家游，创建了农家乐示
范点38家，解决了周边800多人就业，
带动贫困户452人脱贫。

金刚台村的嬗变只是该县发展乡
村旅游助力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该县依托优越的旅游资源，充分
整合得天独厚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资源，科学谋划旅游空间发展格局，围
绕旅游做农业、围绕农民做旅游、围绕
农村做业态，积极探索“精准脱贫、旅游
富农”新模式，打造绿色生态体验区、蓝
色健康休闲带、多彩农耕文化区等重点
旅游项目，推动旅游风情小镇和乡村旅
游示范村建设。目前已初步建成了七里
冲村、里罗城村、金刚台村等美丽乡村示
范点，趟出了一条乡村旅游助力精准脱
贫的新路子。

乡村旅游的发展给该县村民带来
了可持续的旅游“红利”，为贫困农民脱
贫致富提供了可靠的支撑，旅游扶贫效
果明显。据统计，目前该县旅游从业人
员已达8000人，间接就业人数2万人，
带动全县50余个旅游重点村500余户
2000多人脱贫致富。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杨明

入秋以来，固始县田间地头以往八方冒烟、十面“霾”伏的场景
再也见不到了。

固始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粮食作物面积达220余万亩，每年
产生的农作物秸秆量高达150万吨，是全省县级平均量的两倍以上。

如何利用好这么大一笔秸秆资源，推动禁烧和秸秆综合利用
工作落实，固始县出台一系列有效举措。

今年秋收一开始，固始县洪埠乡高皇村家宝农机专业合作社
的理事长张家宝，就穿梭在田间地头，忙着招呼乡亲们将以往付之
一炬的水稻秸秆统统打捆回收，田间不留一根。

从今年3月，他在县农业科技部门的指导下，将秸秆粉碎发酵
后制成基质，代替以前的营养土，既满足了合作社育秧工厂的使
用，还销往周边乡镇的花卉基地，产生了不菲的经济效益，尝到甜
头的老张，干劲更大了。

“秸秆变废为宝，还田为优质栽培基质，降低了农业成本，提高
了经济效益。”固始县委书记曲尚英说，“这是固始县秸秆深度利用
的一个成功典范。”

从过去的偷着烧，到现在的争着要，固始县的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趟出了一条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多方共赢的新路
子。目前已经形成了机械化收割+秸秆还田作业、机械化收割+秸
秆捡拾打捆作业、秸秆生物制肥作业、秸秆生物质能燃料压块作业、
秸秆酵化饲料作业等多种模式。

在张广庙镇平楼村，秋收一开始，种植大户胡其师就开着刚买
的新型秸秆还田机在地里来回穿梭，所到之处扬起阵阵稻茬屑，原
本遗留在田里的高稻茬顿时被夷为平地。

“其实，我们也知道秸秆还田可以增加土壤肥力，但是往年水稻
机割留茬高，不粉碎根本无法播种小麦油菜，为了赶时令，只好一烧
了之。”胡其师告诉记者，“现在好了，收割机加装秸秆粉碎装置，粉碎
后的秸秆直接还田，既不用外运，也不用偷偷摸摸地烧了，一亩秸秆
还能顶大半袋化肥呢！”

为促进秸秆还田，县里制定了奖补政策，从今年开始，每年拿出
不少于3000万元的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专项经费。

秸秆还田发展比较快，但还田费用高，财政补贴压力大，必须
拓展更多利用渠道，寻找更经济简便的利用方式，让秸秆“生钱”。

“全县每年产出秸秆150万吨，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要是作为燃
料，就是75万吨标煤；要是作为肥料，就是16万吨纯氮磷钾；要是作
为生产原料，其经济价值更高。”固始县农机局副局长洪辉告诉记者。

分水亭镇盘龙村的千手稻草工艺品公司，将全镇6万亩水稻的
6000万斤稻草，用机械设备加工成稻草绳，每亩可增加附加值
700~800元，与水稻净收入相当。

赵岗乡龙海新能源科技公司上马了年产4万吨的生物质新型燃
料项目，建成后可将秸秆、木屑、树叶等压制成固体生物质燃料，燃烧
时不产生二氧化硫、不污染空气，广泛用于宾馆、洗浴场所的小型专用
锅炉，且可节约一半成本，市场前景非常好。

丰港乡的河南铸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则通过秸秆酵化处理，将
秸秆加工成专供牛、羊食用的酵素裹包饲料，不仅满足公司自身400
头肉牛饲养需要，还远销上海、浙江等地。

“秸秆综合利用要符合循环经济产业规律及可持续、绿色发
展方向”，固始县县长王治学说，“秸秆利用一方面要有效益，另一
方面要符合环保要求，百姓才会买账，政府才会省心。”

信阳五县区被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良好的生态 最好的资源

商城

乡村旅游助脱贫

固始霾散风光好

皆因秸秆变为宝

10月17日，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熊伟，在我省第三
个全国“扶贫日”扶贫公益募捐义演活动中宣布，向我省贫困家庭
的癌痛患者无偿捐赠价值5000万元的芬太尼透皮贴剂药品，同时
启动“暖阳工程”——5年内向全国贫困地区癌痛患者捐赠总价值5
亿元的贴剂药品。 赵森 郭能洋 摄影报道

新县

“诗画乡村”惹人醉

商城县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来这里看山望水寻乡愁。

挥别雾霾的固始，这个秋日，天高云淡，风光无限。

商城县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登顶将军山，俯瞰新县县城是大多数游人到此地旅游的首选。
视觉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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