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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速递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付首鹏

一个苹果，正掀起一场县域农业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

一个苹果，也正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幸福同频共振！

在豫西山区的洛宁县，一场以苹果产业“二次革命”为代表的农业变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

工厂化生产、主题公园建设、金果小镇创建……苹果已不单单是一个农业门类存在，而是撬动农业发展的杠杆：

省长陈润儿在洛宁县调研海升现代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时，鼓励企业统筹周边产业资源，加强技术推广运用，努力打造豫西地区规模苹果产业

带，让更多农民从苹果产业发展和辐射带动中受益。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在洛宁县调研时指出，要通过“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培育农民”的模式，不断拉长苹果产业链条，搞好“金果脱贫”工程。

今年刚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三农”工作的主线。

洛宁县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以落实中央一号文件、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紧紧围绕“9+2”工作布局和“四高一强一率先”奋斗目

标，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农业，着力促进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加快脱贫攻坚步伐，奋力谱写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的洛宁篇章。

本报讯（通讯员 葛高远）“高山镇刘庄村的王玉森，患严重
小儿麻痹症，下地干活拄着双拐，但是不苦等、不苦熬，身残志
坚，自力更生，与别人合伙种10余亩血参，逢年过节通过三门峡
亲戚关系贩卖灵宝苹果，实现了稳定脱贫。像这种自力更生的
脱贫攻坚先进典型要多宣传、广宣传，强化示范带动、正向激
励。”在2月14日的伊川县脱贫攻坚第四次推进会议上，伊川县
委书记李新红为全县的扶贫干部加压鼓劲。

去年，伊川县把脱贫攻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和
“十三五”期间的头等大事、第一民生工程，重点围绕“转、扶、搬、
保、救”五条途径，“输血”“造血”并重，聚焦聚力精准扶贫，强力推
进精准脱贫，完成 10个贫困村、7101名贫困人口脱贫，截至
2016年年底实现28个贫困村脱贫摘帽，完成6309户、24565贫
困人口的脱贫任务，脱贫村贫困发生率降低到2%以下。

2月 4日，李新红在洛阳市脱贫攻坚第三次推进会上递交
了2017年脱贫摘帽军令状，代表伊川县委、县政府作了承诺表
态发言。标志着伊川县的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
寨的冲刺阶段。

为确保年底摘掉穷帽子，不拖全市、全省后腿。伊川县今
年按照《伊川县产业脱贫实施方案》，充分发挥支部书记、村委
主任、致富能手的引领带动作用，依托这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先
进经验谋划实施好产业脱贫项目，实现每个乡镇至少有一个产
业龙头企业、每个贫困村和贫困人口较多的非贫困村至少有一
个产业项目带动贫困户脱贫。

为保证脱贫攻坚工作稳步推进，伊川县以新大牧业为依
托，建设种养结合家庭农场，今明两年建设400个，每年200个，
带动贫困户1600户，到2020年帮助贫困户每户每年增收1万
元，4年实现增收6400万元；利用国家光伏扶贫政策，强力推进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6月底前全部建成84个村级300千瓦光伏
电站、并实现并网发电，保证每个村级光伏电站带动贫困户20
户，户均每年增收不低于3000元，村级增加集体收入6万元；鼓
励贫困户超过30户的行政村，村村建设扶贫就业车间，政府补
贴租金，以废旧厂房为依托，以致富能手为引领，带动贫困劳动
力家门口就业脱贫，扶贫就业车间5月底前投产；伊川农商行捐
资1500万元捐建扶贫产业大棚，4月底前建成投用，其中800
万元用于建设100个立华畜禽养鸡大棚，每个贫困户年增收6
万—8万元，120万元用于建设100个食用菌种植大棚，每个贫
困户年增收3万—5万元，400万元用于建设500个平等平菇种
植大棚，每个贫困户年增收2万元，180万元用于建设36个蔬
菜种植大棚，每个贫困户年增收5万元。

在2月14日的伊川县脱贫攻坚第四次推进会上，14个乡镇
和县直帮扶单位都递交了军令状，县委县政府要求各级各部门
和各级干部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主线，以2017年贫困县脱
贫摘帽为核心，撸起袖子加油干，对不能完成脱贫任务的，从严
追责，贫困村不摘帽就“撸帽”。5

2月11日，汝阳县科协工作人员在县城人民路向群众散发
科普挂历、书籍。入春以来，汝阳县积极开展科技、文化、卫生
“三下乡”活动，深入乡村，向群众推广农业种植新技术，搞好惠
农文艺演出，普及卫生科技知识，围绕服务“三农”，切实做好春
季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工作 5 康红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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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宁县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个苹果引发的“革命”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国英）2月 17日，伴随着曲剧《寇
准背靴》的演出，2017年度洛阳市“中原文化大舞台”活动正式
启动。

据了解，“中原文化大舞台”活动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力
推进文明河南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等
方式，以低票价舞台演出及公益性电影放映为载体，加强文艺
精品普及推广，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举措。

本年度洛阳市将组织省市县文艺院团的精品剧目38场在
洛阳8个剧场演出。同时还将组织优秀电影进高校、进企业、进
社区公益放映活动，让更多的洛阳市民享受文化福利。

从2015年该活动实施以来，洛阳市共安排省市县文艺院
团精品剧目在全市7个剧场巡演65场次，并在全市高校、企业、
社区放映公益电影共4938场，受到广大群众欢迎。5

洛阳

“中原大舞台”启动

洛宁地处深山区，是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现有98个贫困村 3.8
万贫困人口，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中央农办主任、中央财办副主任唐仁
健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主要目标就
是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与否，要看
农民“钱袋子”是否鼓起来。

建设豫西沟域经济示范区，是洛
阳市确定的九大体系60个重大专项
之一。今年洛阳将重点培育建设12
个沟域经济示范区，其中上戈镇的豫
西苹果谷就是其中之一，而金果小镇
就位于豫西苹果谷。

“洛宁苹果也正由一个苹果向苹
果小镇转型。”洛宁县县长周东柯说，
洛宁县发挥全国无公害果品基地县
的优势，把苹果、金珠沙梨、核桃作为
发展重点，大力实施“金果扶贫”项
目，加快以果富民步伐。

目前，洛宁正在依托海升果园，
以庙洼村为核心，打造一个总面积

1.6 平方公里的以苹果文化为主题，
集乡村观光、农事体验、休闲度假、运
动健身、文化科普于一体的金果小
镇。探索产业+旅游的农旅发展新模
式，进一步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近些年通过搞苹果采摘节，为
苹果销售带来了人气和销路。然而
由于没有吃的地方、住的地方、玩的
地方，很难留住游客，也就很难留住
更多的效益。”上戈镇党委书记田卫
杰说，通过金果小镇建设，游客不仅
可以来上戈采摘苹果，还可以住到公
园里，出来是果园，还有风景看，更能
逛逛特色街，这就等于拉伸了苹果的
产业链条，增加了就业机会，将为群
众致富带来新的机遇。

46岁的段献忠，是上戈镇998户
贫困户之一。“我过去在镇上苹果庄
园打工，一年有一万多块钱的收入，
还学到不少种植技术。现在政府帮
助我种了6亩苹果，今年就能挂果，脱
贫没问题。”他充满信心地说。

据介绍，去年洛宁县财政投入

2839万元，对发展苹果、金珠沙梨种
植的农户每亩分别给予 600元、300
元的政策资金扶持，通过种植水果、
土地流转、就地务工等，全县林果种
植面积达 36万亩，另据县扶贫办介
绍，2016年，全县新发展苹果1万亩、
金珠沙梨 8000 亩，可带动 815 个贫
困户2906人脱贫。

去年8月，国家开发银行与洛宁
县签约1亿元，支持上戈镇金果小镇
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规划中的金果
大道、桥梁工程、民宿酒店等多个建
设项目进展顺利。

“建设金果小镇，有利于洛宁县
苹果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推进新型城镇化，对推进
我县脱贫攻坚、增加群众收入也具有
重要的意义。”张献宇表示。

从一花独放到满园春色，从一个
苹果到“金果小镇”，洛宁苹果产业发
生的变革，正深刻影响着洛宁人的生
活！洛宁在加快脱贫攻坚、全面建成
小康的大道上越走越宽！5

2月 12日，洛宁县上戈镇庙洼村，远处山阴面未
消的积雪，与近处覆盖着地膜成行成排的苹果树，在
阳光下组成一道别样的光影。

在洛宁海升现代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一派忙
碌景象：拖拉机在宽阔的果树行距间往来穿梭，苹果
技术员们手持剪刀正给苹果剪枝。

主抓农业的洛宁县副县长李杰说，洛宁是远近闻
名的苹果之乡，上戈镇更是洛宁苹果的优产区。这里气
候温和，雨量适中，光照充足，无霜期长，土壤肥沃，对种
苹果来说得天独厚，是林果界公认的最佳林果适生区。

然而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上戈苹果产业也面临
着升级换代的压力，一方面果树需要更新换代，原有
种植模式相对落后，种植户年龄偏大，劳动力素质不
高，一方面苹果品质虽好但在规模、营销模式和品牌
打造上还欠一些火候，苹果产业的带动作用并没有充
分发挥出来。海升集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入的。

今年是海升集团入驻洛宁的第四个年头，三年多
来它以有机苹果种植为核心，采用矮化密植种植方式，
是一种全新的苹果种植模式，从根本上实现苹果种植的
规模化、机械化，被当地人称之为苹果种植的“工厂”。

“谈及海升的创新，首推水肥一体化。”洛宁海升
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东锋介绍，水肥一体化
技术就是按土壤养分含量和作物种类的需肥规律和
特点，通过管道系统，把水分、养分定时定量，按比例直
接提供给果树。这与传统的大水漫灌相比，可以节约
3/4的用水量，每亩地每年能节约成本400元左右。

海升采用的“矮砧密植栽培技术”，在“疏花、疏
果、打药、施肥”等果树作物环节实现全机械化作业，
在采收环节可实现部分机械化代替，在剪枝环节则
可大幅降低剪枝作业量。以犁地农机为例，则可以
通过GPS定位技术，实现记忆性犁地作业。

这让“老苹果人”也耳目一新。“以前一个人能管
两亩果园就不错了，现在一个人能管个百儿八十
亩。”洛宁县上戈镇庙洼村党支部书记、“老苹果人”
张应周说，老果园一亩地种30多棵，海升的果园一亩
地能种200多棵；盛果期老果园一棵树能产三五百斤
苹果，新技术能产50到80斤，算下来 一亩地盛果期
新技术产量是老技术的数倍，且与老技术相比，新技
术挂过早，进入盛果期早，正因为此包括他在内在果
树更新中都采用了新技术。

经过三年发展，洛宁海升现代果业高新技术示
范园果树种植面积已达5000余亩，同时带动周边种
植面积达到8200亩。

上戈镇镇长孟海江说，该镇一共有四万余亩苹
果树，新技术种植面积已达到了三分之一，苹果工厂
正改变着这里的一切。

今年58岁的洛宁县马店镇关庙
村人李应贤，曾用 15年时间改良了
沙梨金珠果，被称为“沙梨王”，而受
苹果新技术的启发，他今年种了200
亩矮砧密植沙梨，用于提升沙梨的品
质和口感风味，适应市场的需求。

洛宁县委书记张献宇说，现代农
业抓有机，有机农业是农业生产领域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精神的具体体
现，洛宁农业发展就是要以绿色有机
理念为引领，以发展有机苹果为突破
口，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
进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打造全
省重要的高效特色农业示范区和有
机农业之乡，进而满足社会对农产品
质量安全的需求。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按照洛阳
市委、市政府“565”现代产业体系要
求，洛宁县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有

机农业 打造“中部绿洲”的实施意
见》，重点建设林果、粮食、菌蔬、中药
材、畜禽五大有机农业，并以“中部绿
洲”大品牌为引领，培育洛宁苹果、金
珠沙梨、核桃、杂粮等九个区域公共
品牌，提高有机农业的规模效益和品
牌效益。

西山底乡孙洞村昔日的河川滩
地，如今是洛宁现代农业科技园区所
在。2月 13日，进入这片 5000余亩
已有 20余家企业入住的科技园区，
水泥道路纵横交错，牛羊叫声此起彼
伏，鱼塘、鸭舍、大棚、沼气站一应俱
全，园区里分片种植着树莓、猕猴桃、
葡萄、沙梨、杜仲等植物和药材。

“这里的生产全部按照有机标准
进行。”洛宁县农业局局长王校峰说，
县里正在这里建设有机农业综合服
务中心，今后将开展土壤肥力有机质

提升、循环利用、产品溯源和全程机
械化等多项农业服务。

位于兴华镇的河南景翔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春节前栽种的食用
菌褐蘑菇刚露出了菌丝。“生产用的
原料基本是废弃的秸秆和鸡粪，生产
后的废料又变成了有机肥用于改良
土壤种菜种粮。”该公司负责人岳浩
然说，他们建了19个生产车间，一个
车间生产一次大约需要 40吨秸秆，
一年循环生产 7 次，全部下来需要
5000 余吨秸秆，几乎消耗了周边数
个乡镇的秸秆。

位于马店镇白云峰上，占地480
亩的 16兆瓦林光互补太阳能项目，
不仅实现并网发电，还通过太阳能
板下种牡丹的方式，提高了土地利
用效率，成为特色高效农业的又一
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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