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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作为农业大市、产粮大市和国家重要的粮食主产核心区，商丘粮食产量常年保持在100亿斤以上，占全省九分之一、全国的百分之一。其中小麦产

量近80亿斤。商丘每年向国家贡献的商品粮达30亿斤。商丘人自豪地说，在全国市场上，每30个馒头中，就有一个是商丘贡献的。

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如何摆脱普通农产品价格低、销售难、农民收入不高的困境？

“提质增效转方式、稳夏调秋促增收。”自2015年开始，商丘立足这一基本思路，把“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农业区域布局、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作

为工作重心，以大力发展“四优四化”为突破口，即发展优质小麦、优质花生、优质草畜、优质林果，统筹推进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发展

产业化，不断优化农业经济结构，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现代农业强市建设步伐，助推“老乡”逐步实现小康。

A

11月 16日上午，记者来到柘城县慈圣镇
孔庄村，只见这里家家户户门前树上系着绳
索，绳上挂满小辣椒，红红的煞是好看，成了村
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别小看这种小红辣椒，我们都靠它致富
呢。原来咱百姓地里只种小麦、玉米，一年到头
收入不了几个钱，种这种经济作物和大蒜，我们
一年下来能挣十几万元呢。”村民乔先生说。

如今孔庄村已经实现“种、收、运、加工”一
条龙模式，成为远近闻名的辣椒专业村。像孔
庄村这样的辣椒专业村，柘城县有300多个，
专业户达2.8万余户。为调整农业结构，柘城
县大力推广三樱椒种植，建立5000亩三樱椒
良种繁育基地、30万亩三樱椒生产基地和16
个万亩高效园区，打造了集加工、冷藏、销售于
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柘城三樱椒已经成为商
丘特色农业经济发展重要板块。

调整部署，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近几年，
商丘立足发展实际和产业基础，精准从市场
供需、资源匹配、区域布局等方面入手，以产
业集聚发展为重点，推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
合；以品牌农业设施农业为重点，大幅度提升
农业比较效益；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
重点，改造农业发展的动能和支撑；因势利
导、科学规划，实施“1112”工程，即发展优质
专用小麦 100万亩，优质花生 100万亩，优质
水果 100万亩，优质瓜菜 200万亩，形成柘城
三樱椒、宁陵酥梨、民权河蟹、虞城苹果、睢阳
区土豆、梁园区草莓等特色农业经济发展板
块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该市还设立农
产品市场经济保险补偿基金，支持农产品加
工企业和分散的经营农户与保险公司结合，
创新农业保险机制，最大限度降低农产品市
场经营性风险，为指导农业结构调整提供有
效支撑。

依托特色，推进产业化集群发展。商丘围
绕“优一产、强二产、活三产”的总体思路，以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扶持壮大龙头
企业，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完善原料基地、冷链
物流、质量安全、品牌创建等关键环节，推行

“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产供销加
一体化发展，打造一批“全链条、全循环、高质
量、高效益”的农业产业集群。目前，商丘市已
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2110个，其中规模以上
企业686家，实现总产值1460亿元，为该市稳
增长、惠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工作之余来这里垂钓，锻炼耐心，也放松
心情。”11月25日，在梁园区天地人生态养殖示
范园区，商丘居民曹峰和好友正在这里垂钓，他
告诉记者，平常忙于生意很辛苦，闲暇时就来垂
钓，这里风景好，心情也舒畅。

梁园区天地人生态养殖示范园区内，小道
自然古雅，芳草茵茵，流水潺潺，鸟语花香，拥有
生态养殖区、观光旅游区、休闲娱乐区、垂钓区
等功能区，能够带动当地农民 500余人就业致
富，促进了周边经济快速发展，也成为商丘市人
民周末休闲旅游观光的最佳去处。

农旅结合，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像这样的都
市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共有15个，无公害农产品
产地196个，面积90.6万亩，无公害农产品197
个，产地和产品通过数量居全省第一位。这些都
是商丘围绕“农旅结合、以旅兴农、以农带旅”，大
力发展设施农业，推动都市生态农业、休闲、观光
农业产业化、园区化建设的结果。商丘还结合美
丽乡村建设，大力开发农业观光旅游、休闲度假、
生态旅游等，初步形成以农业旅游景区为骨干，
以特色农业旅游示范点为支撑，以农家乐为载体
的休闲农业发展格局，全市已累计发展一村一品
村镇500个，其中专业村475个，专业镇25个，6
个村镇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创新机制，破解农业生产经营要素。商丘大力
推进农地确权到户，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和农村集
体资产改革，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强大动
力。同时，坚持把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作为提高
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内容，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
快发展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提高农业集约化、规模
化、专业化水平。目前，全市已确权到地763.72万
亩，确权到户143.25万户，颁发证书122.60万本。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商丘作为农业
大市，如何立足优势，引领农业产业扶贫？

他们的做法是开发扶贫“组合拳”，以金
融扶贫模式开源，以土地入股分红模式兜底，
以合作帮扶模式增收，以保险扶贫模式保护
等积极探索创新，用足用活扶贫政策，构建起

“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合作社＋能
人＋贫困户”“龙头企业＋基地＋贫困户”“龙
头企业＋合作社＋基地（能人、家庭农场、种
养大户）＋贫困户＋金融（保险）”等多种形式
农业产业扶贫经营模式，让更多农民成为各
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主人，稳定地从产业
发展中获得“红利”。

截至目前，该市已累计投入发展农业特
色产业资金 7亿多元，引导 112家龙头企业、
600 家合作社、2000 家庭农场、1500 家种植
大户积极参与农业产业扶贫工作，发展规模
化特色种植基地 200 多万亩，带动贫困户数
3.58万户，带动贫困人口 9.55万人，户均增收
在3000元左右。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把农业农村发展定位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
地位。商丘市农业局局长孟伟说，下一步商丘
市将按照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重
点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产业发展上
下功夫，特别是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大
力推进“四优四化”发展战略，实施“1112”工
程，发展优质绿色无公害产品，形成各县区各
具特色的产业格局，同时实施品牌战略，提升
商丘市特色农产品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助推
商丘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挺进。7

共筑小康

开发农业扶贫新模式

社区养老真方便 开开心心度晚年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冯东亮

“若要盼的呦红军来，岭上开遍呦映山红……”11月 24
日，商丘市合欢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内传来悠扬的歌声，几名
老人正在演唱歌曲，有的老人手中还拿着歌词，神情认真。
一旁的棋牌室，三五个老人正在下象棋、打牌，处处欢歌笑
语，热闹非凡。

“我是这里老年艺术团团长，我们这些人每天都来这
里，有的跳舞，有的打牌，我还教大家唱歌啥的。”今年69岁
的老人刘素真说，这里健身器材、象棋、跳棋等样样齐全，还
有讲座保健，都不用花钱。

合欢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是商丘新建的标准化日间照料
中心之一，主要为社区内日常生活需要一定照料的老年人
提供膳食供应、个人照顾、保健康复、休闲娱乐等日间托养
服务。

日间照料中心是商丘打造的居家养老新机构。2017
年，商丘市把建成15个标准化日间照料中心，纳入市政府十
项重点民生工程，出台《关于加强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建
设的实施方案》，大力推进日间照料中心、托老站等建设，依
托社区养老服务资源，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照料、护理、康复
等服务，强化居家和社区养老的基础地位，补齐居家和社区
养老在养老服务业中的“短板”。

同时，为推动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该市加大扶持力度，
为新建300平方米以上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发放一次性建
设补贴20万元；按每平方米每月10元的标准给社区日间照
料中心发放运营补贴；对管理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并获得
省级以上表彰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给予2万元奖励。年底
之前，扶持每个市辖区建成6个以上、每个县建成3个以上
日间照料中心示范点，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达
50%以上。

目前社会上的养老机构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社会机构
养老即养老院，二是社区养老，三是居家养老。日间照料中
心融合了第二种和第三种养老模式，合欢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主任告诉记者，每天来这里的都是50岁以上的，有自理能
力的老人。随着老人年龄的增长，朋友圈越来越小，可娱乐
的地方也少，中心就是为他们提供服务和娱乐的场所。“在
社区养老实惠方便不说，这里服务周到，老年人在一起也能
聊得来，每天都觉得特别开心。”刘素真满意地说。

为完善照料中心服务功能，创新服务模式，商丘实施
“互联网+养老”工程。在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领域推进“互
联网+”行动，结合智慧城市、信息惠民城市建设，建立
12349民政综合服务平台，整合养老服务资源，构建信息化
网络，线上线下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充分互动，以社区为中
心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为老年人提供方便快捷、及时高
效、安全可靠的为老服务。7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何为

“有党员致富能手提供技术支持，不愁过不上好日
子。”11月18日，宁陵县华堡镇胡庄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熊申广高兴地说。今年以来，在豫东牧业党员致富能
手戚关征“手把手”帮扶下，熊申广饲养的山羊从起初
的5只发展到现在的20多只，成为村里的养殖大户。

“我们充分发挥扶贫车间在脱贫攻坚中的积极作用，
切实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
富。”宁陵县扶贫基地豫东牧业党支部负责人胡业勇说。

宁陵县按照在脱贫攻坚中抓党建、抓好党建促脱
贫的思路，探索推行党建扶贫新机制，着力促进脱贫攻
坚和党建工作融合发展，让党建催生脱贫加速度。

今年，宁陵县委组织部门围绕全县新建48个产业
帮扶基地、10个设施农业基地，实施党建元素融入工
程，先后在葛天食品、华陵手袋厂、锦福服装等扶贫车
间和“两新”组织中建立党支部。同时，按照党性观念
强，政策水平高、懂经营管理、善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标
准，选好配强企业党组织负责人，并将党建工作向非公
企业和社会组织延伸，把在企业生产经营中表现突出
的先进分子发展成党员，把优秀党员培养成企业骨干
力量，实现了党建全覆盖，汇集社会力量帮脱贫。

“我们要进一步探索扶贫基地党建工作，做到成熟
一个，组建一个，使党建切实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引领作
用。”宁陵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云兰说。

刘楼乡陈庄村童乐星玩具公司是一个年产值
1200万元的脱贫基地项目。公司负责人侯金海是一
名普通党员，为带领贫困户脱贫，公司安排280名贫困
户到厂里就业，月工资1600元，每年可为贫困户增加
收入近500万元。

一个党员一面旗，扶贫基地党员成为带领贫困群众
致富奔小康的“领头雁”。宁陵坚持把对党员的教育管
理作为增强党性观念、强化党员意识的一项重要内容，
把党员的先进性体现在具体的工作中、行动上，发挥好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打造扶贫基地里的排头兵。

“扶贫基地党支部的成立，为我们做好扶贫攻坚工
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提高了公司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从党支部成立以来，已有4名员工递交入党申
请书，10余名员工表示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宁陵县
扶贫基地第三党支部负责人窦世花说。

该县把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致富与扶贫基地回馈社
会、服务“三农”、开拓市场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发挥党
建引领、政府引导、市场配置作用，推动扶贫基地党组
织和党员履责担当、奋发有为，与贫困群众共谋发展机
遇、共推精准扶贫、共享发展成果。

目前，宁陵县扶贫基地党员有100多名，带动贫困从
业人员达1万多人，全县上下呈现出共同致富的良好势头。

助推脱贫攻坚，同心向党作贡献。该县还在扶贫
基地及两新党组织中积极引导党员参与扶贫项目，结
合自身实际承诺践诺、贡献力量。

宁陵县义江民族服饰党支部书记、总经理王朝印
说：“我们在黄岗镇已投资500余万元兴建3个扶贫车
间，招聘贫困户 53户，使 200余人在家门口实现了脱
贫致富，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对扶贫的支持力度，争取带
动3个扶贫村500余户贫困户尽早脱贫致富。”

扶贫在哪里，党员的作用就发挥到哪里。在鲜红党
旗的指引下，宁陵县扶贫基地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职工正
用智慧和汗水，谱写“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铿锵劲歌。7

宁陵

让党旗在扶贫基地高高飘扬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11月27日，商丘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
研讨班暨县处级领导干部党的十九大精神轮训班开班。

在开班式上，商丘市委书记王战营作了题为《学懂
弄通做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商丘新篇章》的专题辅导报告。全市在职市厅级
领导干部，各县（区）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县（区）
长、政协主席，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实职副县级以上领
导干部，市委各部委、市直机关各单位、市管各企业和
人民团体实职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市管大中专院校
正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党（工）委
书记等数百名党员干部参加开班式。

据了解，在为期五天的研讨班上，来自中央党校、
省委党校的专家学者和商丘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建慧
将分别为学员们作专题辅导。学员们还将通过观看专
家辅导录像、分组讨论、学员代表大会交流等形式，深
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确保学懂弄通做实。

下一步，该市还将对全市所有乡科级以上领导干
部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集中轮训，以带动全
市学习贯彻落实走向深入，切实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过程转化为提高思想认识、统一步调行
动的过程，转化为完善工作思路、解决重大问题的过
程，转化为掌握过硬本领、展现时代作为的过程。7

商丘举行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

调优结构

特色农业“风生水起”
创新突破

都市生态园“悄然兴起”
B C

村民拿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张传红 摄

柘城县三樱椒生产基地 齐广修 摄

游客在农业生态园采摘水果 尚扩军 摄

11月 25日，商丘广播电视台的党员干部来到虞
城县杜集镇史桥村，将176台移动数字电视机送给该
村农民，方便他们收听收看电视节目，学习领会党的
十九大精神。 汪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