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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阳 花 生 香 飘 海 内 外

中国农业科
学院原副院长章
力健（右一）向正
阳县授予“中国
花生之都”荣誉
牌匾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播海霞为正阳花生代言

“世界花生看中国，中国花生看正阳”。正
阳花生是河南省正阳县特产。2015年“正阳
花生”品牌价值达到21.56亿元，2017年正阳
县连续19年成为全国花生生产第一大县，正
阳县也因此享有“中国花生之都”的美誉。近
年来，在正阳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该县花生
已走出国门，远销海内外。

正阳县委书记刘艳丽说：“每年仅花生这
一项就为正阳农民增收2.6亿元，小花生已成
为农民脱贫致富的金豆豆。今年全县的花生
种植面积由过去稳定的150万亩，扩大到172
万亩，花生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同时，从种
植花生到种植花生种子转变，买断了豫花 37
号高油酸花生经营权。以后其他地方要种植
豫花37号花生，种子都来自于正阳。据测算，
仅此一项每亩纯收入可增加1500元。”

凭借花生种植优势，该县着力延长花生
产业链条和提高附加值，大力发展花生油、花
生蛋白等系列产品加工企业23家，相继引进
了君乐宝乳业、维维集团、牧原集团等知名上
市企业，并且君乐宝加工的花生奶马上就要
投放市场。38家花生种、收、加工机械研发
企业的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正阳形成了花
生加工和花生机械加工两大主导产业。

今年，农业部、财政部启动了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创建工作，意在着力打造高起点、高
标准的现代农业发展先行区，培育未来农村
农业发展新动能。8月 10日，正阳县花生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方案通过了专家团的
评审，最终成为河南全省唯一一家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创建县，也是全国唯一一家以花
生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
县。

如何将花生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刘艳
丽介绍，准备与美国玛氏集团合作，试种高油
酸专用花生，让正阳花生走向国际化；与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合作，打造总投资 30 亿元的

“智慧农业”基地；加快推进总投资20亿元的
正阳花生城建设，建成集现货及期货交易、产
品加工、仓储物流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交
易中心等。通过调结构、降成本、补短板，探
索一二三产业融合新路子，推动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9月 21日—24日，中国国际农产
品交易会（简称农交会）在北京举行。9
月20日晚，“家乡的味道——我为品牌
农产品代言”公益活动拉开了本届农交
会的序幕。活动现场，袁隆平、海霞等
知名人士，共同讲述农产品品牌故事，
为家乡农产品代言。中央电视台《新闻
联播》主播海霞，作为正阳花生推介人，
讲述了她和花生有关的故事。

“花生是我从小就最爱吃的食品，
现在也特别喜欢吃。”海霞说，她对花生
的第一印象来自姥姥。姥姥曾让她猜
谜语：麻屋子，红帐子，里面睡个白胖
子。白胖子是谁啊？花生仁。

“我们小的时候，那是一个物质相
对匮乏的时代。对于孩子们来说，能吃
到的物美价廉的零食就是花生，这是我
的最爱。”海霞回忆，对于爷爷、爸爸来
说，这可能是他们下酒的好菜，一盘花
生米，二两老白干，“可美哩啊。”花生还
是妈妈们最喜欢的美味佳肴，花生无论

蒸煮炒炸，甭管带皮不带皮，怎么做都
好吃。

“最好吃的是妈妈过年的时候炒的
花生。快过年的时候，妈妈给垒个柴火
灶，上面支起一个大铁锅，里面放上沙
子，最好是粗沙。有了沙子，受热均匀，
这花生炒出来才香。”介绍起炒花生的
做法，海霞很内行，“哗啦~哗啦，那是
花生、铁锅和沙子摩擦碰撞出来的声
音。我敢说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响，
它在不断撩动着我的耳膜，也在让我垂
涎欲滴。没一会，炒花生的香味就弥漫
了整个院子，那可真是难忘的家乡味
道。”虽然在北京工作学习的时间已经
超过了她在家乡生长的那些时间，但她
还是能深刻地感受到故乡给她的性格、
为人处事、品德方面带来的烙印和影
响。“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留在
了血液里。”海霞说，但是它实实在在一
直在她的生活中，使她始终没有走出故
乡的那片温情。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播海霞做代言人

9月 12日，“中国花生之都”授牌仪式在正阳
县隆重举行。正阳县委书记刘艳丽从中国农业科
学院原副院长、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专
家委员会副主任章力建手中接过“中国花生之都”
牌匾。

今年，由国家食品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全国
特色产业品牌文化建设联盟组织相关机构和专家
对正阳县历时近6个月的考察、论证，最终认定正
阳县为“中国花生之都”“中国富硒花生产业化基
地县”“中国（国际）花生交易中心”。

正阳县县长王东征介绍，正阳县从改进花生
品质、提高花生产量、增加群众收入入手，与河南
省农科院张新友院士团队合作，试种推广高油酸
新品种豫花 37。采取统一供种、统一栽培、统一
技术、统一供肥、统一管理、统一回收的六统一模
式，大幅度提高了该县花生的质量和单产水平。

“正阳花生已实现全程机械化，花生收获期
已由原来的 45天，缩短为一周左右。”该县农机
局一负责人说，过去由于机械化水平低，加上黑
黏土地易板结，正阳花生面积很难提高。近年
来，正阳县先后投入2000多万元，支持本土企业
自主研发或与科研院所合作生产花生机械。目
前，正阳县花生机械生产企业发展到38家，获得
国家专利103项，年产花生生产机械6万多台，产
品涵盖种植、收获、摘果等各个环节，有力支撑花

生规模化种植。
“围绕花生产业做大做强出台优惠政策，以花

生休闲食品、花生油脂、花生饮料、花生保健食品
为主攻方向，引进培育花生精深加工企业，打造全
国重要的花生制品精深加工基地。”对于花生质量
和食品安全问题在正阳县也得到了重视。王东征
介绍，正阳已经建立了花生质检中心和院士工作
站，正积极申请在正阳建立国家级花生检测中心，
严密监测花生农药残留、重金属含量、黄曲霉毒素
污染等质量指标，确保质量安全。同时，加快制定
正阳花生生产各项标准和操作规范，力争成为河
南乃至全国的花生标准。

正阳县积极做好花生秸秆、花生壳的综合利
用，牧原集团的饲料生产、天润农业的湖羊养殖、
绿源专业合作社的食用菌种植等，通过经纪人收
储花生秸秆，或自用或调出或养殖，使花生秸秆、
花生壳得到了充分利用。

如今在正阳县，花生全身都是宝，围绕“吃干
榨净”目标，就连过去没人要的花生秧、花生壳，也
成了养殖户眼中的“抢手货”。正阳县花生精深加
工发展的花生油、花生蛋白、花生炒货等系列产品
加工企业23家，应运而生的花生机械合作社、花
生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数百家，提高了当地农
民的经济收入、带动贫困户走上脱贫路。

（汤桦 文/图）

“中国花生之都”花落正阳

破浪潮头立破浪潮头立 扬帆风正劲扬帆风正劲
————全面深化改全面深化改革的革的““淅川样本淅川样本””

这是一块古老而美丽的土地。商圣故里，
楚国始都，先祖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八百里
丹江纵贯全境，山明水秀，风光无限。

这是一块充满生机的土地。工地上塔吊林
立，机声隆隆；田野里硕果累累，瓜果飘香；广场
上人头攒动，繁荣和谐。

这是一块日新月异的土地。淅川儿女锐意
改革，阔步前行，正精心描绘着和谐幸福的民生
画卷，奋力书写着水清民富县强的壮美篇章。

顶层设计 绘就改革“路线图”

淅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和渠
首所在地。在举世瞩目的移民大搬迁中，16.5
万淅川人民泪别故土，舍家抛业，铸就了“忠诚
担当、大爱报国”的移民精神。

后移民时代，淅川县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
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调结构转方
式、保增长惠民生、保水质护运行、育产业促脱
贫，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各种矛盾和挑战……

一项项工作摆在面前，一道道考题需要破
解。

关键时期，必有关键之举；蹄疾步稳，方能
谋深致远。

新一届淅川县委、县政府观大局、察大势、
谋大事，始终牢牢把握正确方向，驾驭和引领着
淅川全面深化改革的航船破浪前行。

“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关键重点，着力打
造特色，使改革更加精准地对接发展所需、基层
所盼、民心所向，更好造福群众，推动淅川持续
健康发展。”淅川县委书记卢捍卫对全县改革工
作发出了总动员。

淅川县委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及其
办公室，拉开了全县全面深化改革大幕。领导
小组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审议重大改革方案，安
排部署改革工作。对重点改革任务、重要领域
和关键环节，列出任务清单，明确时限要求，建
立专班台账，夯实工作责任，构建起衔接有序、
层层落实的改革工作机制，形成整体联动的改
革合力。不断完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深改办、
各专项小组三层推进机制，建立健全县级领导
领衔、挂账督办销号、绩效考核评价等制度，有

效促进了全县改革向纵深推进。
淅川决策层挺立潮头，高瞻远瞩：以水质保

护、绿色发展为主线，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
区为载体，强力实施“生态立县、旅游兴县、工业
强县、创新活县”四大战略，突出抓好生态农业、
旅游开发、工业经济、城乡建设、脱贫攻坚五项
重点，奋力建设水清民富县强新淅川。

顶层设计犹如航标，渠首大地激荡着全面
深化改革的大潮。

精准发力 改革按下“快进键”

近年来，淅川县委、县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勇
气，出重拳，下猛药，除顽疾，革陋习，改革之广
度力度深度都前所未有。改革从点到面，由浅
入深，以劈波斩浪之势向前行进。

——“放管服”改革成效明显。加大简政放
权力度，全县行政审批事项由2015年的216项
减少到 2017年的 150项，两年取消 66项。“三
证合一”改革全面启动，以“减证”促“简政”，全
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施重大项目联
审联批和“最多跑一次”便民服务改革，实现由

“多窗跑”变“一窗跑”，真正实现“信息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今年7月份，国务院研究室调
研组深入淅川县，对“放管服”改革进行专题调
研，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形成专题报告，得到国
务院领导批示。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强化生
态文明建设“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在南阳
市率先启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试点，
探索建立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终身责任追
究制度。积极推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创新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将护水清
漂、城区保洁、内河清淤、垃圾和污水处理等全
部推向市场，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全面实
行“河长制”，层层落实县、乡、村、组四级水污染
防治责任，努力实现全流域“河长治”。淅川县
在渠首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
基础上，又被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今年，
中科院丹江水库流域生态试验站落户淅川。天
蓝地绿，水清民富，淅川用务实担当，践行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稳步推
进“三去一降一补”，加快发展机械装备制造、农
副产品加工两大主导产业，培育发展新能源新
材料、生物医药两大战略新型产业，改造提升冶
金、化工、轻工三大传统产业，淘汰取缔冶炼和
电解铝落后过剩产能，促进工业转型升级。汽
车零部件产业集群成为全省产业集聚的典型，
淅川产业集聚区在去年被评为二星级产业集聚
区的基础上，今年又被评为全省十先产业集聚
区。

——农村改革激发活力。坚持以有机农业
为发展方向，出台扶持有机农业发展的意见和
办法，积极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有序流转，农村
土地确权颁证工作基本完成。全县有机农产品
生产面积、认证数量均居南阳市前列，跻身国家
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国家首批有机产品
认证扶贫试点单位。借助对口协作平台，一大
批优质农产品进军北京市场。目前，销售网络
已覆盖北京市500个社区，“渠首”品牌叫响京
城。

——金融改革助力发展。大胆创新融资方
式，积极探索银政企合作新模式，通过“助保贷”

“银团贷+封闭运行”“金土地确权贷”等模式，
发挥乘数效应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向中小企
业。今年以来，淅川县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贷
款余额增量、增幅均居全市前列，有效破解了企
业融资难问题。

——教育改革大刀阔斧。把立德树人作为
教育的根本任务，全面推进德育教育，开启教育
改革的“淅川模式”。一所所学校，沐浴德育之
光，一张张笑脸阳光灿烂，教师、学生、家庭同心
合力，筑就起“精神高地”。高招成绩取得历史
性突破，一本上线 852人，比去年净增405人，
增幅达90%以上，一本增长率居全省县级高中
第一名。南阳市理科状元花落淅川，5名学生
被清华、北大录取，淅川一高被清华大学授予生
源基地称号。

——脱贫攻坚改革全省领先。探索实施贫
困群众慢性病医疗救助试点工作，实行“先诊疗
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医疗扶贫赢得社会好评。9月12日晚，央视
《焦点访谈》栏目对淅川县开展“医疗救助工程”

进行专题报道。巧打“组合拳”，把易地搬迁扶
贫与生态旅游、企业解困、房地产去库存、移民
村提升完善相结合，实现一举多赢。在每个村
镇安置点都配套有产业园，让搬迁群众在家门
口就业，产业脱贫创新举措和易地扶贫搬迁的

“淅川模式”广受好评，成为全省亮点，河南省易
地扶贫搬迁和产业扶贫现场会在淅川召开。

——信访制度改革深得民心。在全市率先
开通“民生热线”，创新性地将民生事项办理纳
入县纪委直接监督事项，建立和推动干部接访
下访走访常态化工作机制。由政府出资购买服
务，探索引入律师、退休法官和心理咨询师等第
三方力量服务信访工作，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
众合理诉求。今年7月份，省信访局网站总结
推广淅川经验。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稳步前行。推进党
的建设制度改革，特别是把家风建设作为全面
从严治党的新抓手，深入开展“两弘扬 一争做”
教育实践活动，倡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弘扬移
民精神、弘扬好家风家训，争做“最美淅川人”。
在各村（社区）开展清理村级财务、清理惠农资
金项目、清理不合格党员、深化党务政务财务公
开专项活动，着力推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组织
建设，净化政治生态，打造坚强战斗堡垒，为党
的机体注入了生机活力。

站在时间节点上回望：淅川蹄疾步稳，克难
攻坚，振兴经济；增进福祉，改善民生，齐奔小
康；动真碰硬，革故鼎新，从严治党……一个个
壁垒被打破，一项项难题被解决。蓦然回首，轻
舟已过万重山。

着眼惠民 增强群众“获得感”

“改革为了人民，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思
路、制定举措、推进落实，让改革红利惠及人
民。”淅川县县长杨红忠的话言犹在耳。

淅川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精准地清
除阻碍创新发展的“堵点”、直击百姓生活“痛
点”和监管服务的“盲点”，增加民生幸福，彰显
改革温情底色。一项项掷地有声的举措，一件
件温暖人心的实事，使人民群众得到了实实在
在的好处。

绿色发展足迹，为生态文明建设做下最好
注脚。发展软籽石榴、薄壳核桃、金银花等高效
生态农业20多万亩，6万多群众在家门口端上
了“绿饭碗”，山顶戴帽子、山腰挣票子、山下饱
肚子的立体生态格局已经显现。丹江水清澈碧
透，常年保持二类水标准，可直接饮用。

城市变靓，增了颜值，添了气质。“基础设施
建设年”和“城市形象提升年”的开展，规划展示
馆、城市文化综合体、思源学校等一大批公益性
项目先后启动。水通了，路畅了，街宽了，岸绿
了，景美了，一个滨湖水城、生态绿城、宜居山城
正指日可待。

社会民生领域改革架起了党和政府联系群
众的“连心桥”。信访制度改革，增加了信访工
作的透明度，缓解理顺了群众情绪，变群众跑腿
为干部跑腿，有效解决了上访群众“没处跑”“无
序跑”“多次跑”等问题。“医保救助工程”的实
施，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及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难题，补齐了民生短板，织密了社会保障
网，老百姓看病更方便、更实惠。简政放权，优
化服务，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推进，群众足不出
户就能办理业务成为现实。“银团贷”“金土地确
权贷”等改革创新举措推行后，有效破解了企业
融资难问题，一大批企业走出困境，迎来新生。

倡树新风，弘扬正气，党风民风政风持续好
转。“两弘扬 一争做”活动的开展，犹如一场细
雨，无声地滋润了渠首大地，催生了向上动力，
激励全县干群奋勇争先。500多名志愿者加入

“爱心联盟”“最美家庭”“最美教师”“最美公仆”
等一个个先进典型，奏响了崇德向善的乐章。

改革开辟新天地。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绿
化先进集体、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全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先进县、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一项
项殊荣，无不见证着淅川改革工作取得的喜人
成就，昭示着淅川的美好明天。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淅川
正以更大的魄力、更强的举措，以“踏石留印、抓
铁有痕”的决心，以坐不住、慢不得、等不起的紧
迫感、责任感，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昂扬奋
进、砥砺前行。

(冷新星 彭良镇)

随着淅川县改革全面推进随着淅川县改革全面推进，，丹江口水库库丹江口水库库
区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区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 王洪连王洪连 摄摄

小小花生米变成了“金豆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