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凤虎 实习生 司梦

2 月 11日，在中牟县姚家镇春峰
果蔬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草莓大棚
里笑声不断。

走进大棚，记者发现，与传统草莓
种植方式不同的是，一株株青翠的草
莓苗，栽种在一排排高架上。鲜红的
草莓点缀其间，让人垂涎欲滴。

郑州市民张大姐边摘草莓边品
尝，她告诉记者：“这里的草莓品质高、
口感好，快过年了，带着孩子来这里郊
游，感受一下田园的乐趣。”

“我们采取的是无土立体栽培草
莓方式，不但使草莓有较好的采光条
件，还能提高草莓的品质和产量。”春
峰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峰说，

“临近春节，每天不断有人打电话订
购或预约周末进园采摘。”

李峰从事草莓种植 19年，是中牟
县的“草莓大王”。2006年，率先致富
的李峰牵头成立了中牟县第一个农民
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提供技术指导、
统一的品种和生产标准，产品标注统
一的商标销售。如今的春峰果蔬专业
合作社，已成为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
范社，社员由成立时的 49 户发展到
367户，草莓大棚发展到1787座，草莓
种植面积由原来的不足100亩发展到
2400多亩，成为中国草莓十大生产基
地之一。

在李峰和春峰果蔬专业合作社的
带动下，草莓产业成为当地的富民产
业和朝阳产业。

“一家富不算富，合作社要让大家
共同富裕奔小康。”李峰告诉记者，专
业合作社成立之初，草莓主要在中牟
县销售，后来销售拓展到郑州。现在
利用互联网，发展了许多省外客户，山
东、辽宁、北京、天津、甘肃、山西等地
的销量占合作社草莓产量的50%。

李峰对销售成绩仍不满足。“今年
我计划将草莓产业从种植销售延伸到
深加工领域，建立草莓制品加工厂，增
加附加值。”和草莓打了多年交道的李
峰，依然乐此不疲地挖掘小草莓中的大
财富。

“乡村振兴为农村发展带来了新机
遇，我有信心将种植基地打造成一个生
态、高效的示范区，真正让中牟草莓走
向世界。”李峰说。

“小草莓已成为农民增收的大产
业，成为春峰合作社和姚家镇的一张
形象名片。”姚家镇党委书记周国富
说。③7

在姚家镇，像李峰这样的种植大

户还有很多，他们紧抓农业产业化发

展的大好时机，将自家的小项目做成

了大产业，带动村民走上了致富路。

示 范 引 领 作 用 非 凡 。 李 峰 通 过

传、帮、带、教，解决群众的生产技术

和发展资金等问题，起到了“灯塔”作

用。

可以想见，在当地党委、政府一如

既往的帮助和鼓励下，“领头雁”会飞

得更高，草莓产业会越做越大。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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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四川省江油市豫蜀夜视利反光材料
有限公司（下称“转让方”）委托，河南中原产
权交易有限公司拟对其所持四川豫州龙源
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标的企业”）100%的国
有股权进行公开转让。

转让底价（人民币）：1664.56万元。
一、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标的企业成立于2017年4月18日，为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整，注册地
址：江油市工业开发区会昌东路夜视利公司1
栋、2栋。营业范围：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标的企业股东结构
转让方持有标的企业100%的股权。
三、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转让行为已经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并经河南能源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批准（河南能源[2017]107号）。

四、标的企业近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
标数据

截至2017年 8月 30日，经河南天德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清产核资审计，标的企
业资产总额 0元，负债总额 42000元，所有
者权益-42000元。

标的企业 2017年 12月财务报表显示
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63000元。

五、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1.意向受让方为自然人的，应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意向受让方为企业法人的，
应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2.意向受让方为外国及中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人、
自然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受让企业国有产权
应符合国务院公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
定》及其他有关规定。

六、其他需披露的事项
1.标的企业由转让方以土地及房屋等

资产出资设立。土地、房产尚未过户至标的
企业，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2.转让方承诺协助受让方办理土地性
质变更及过户等相关手续，因此产生的税费
等一切费用由受让方承担。

3.转让方不承担土地不能性质变更的

责任，如未能完成土地性质变更，双方签订
的《产权交易合同》自动解除，且双方互不承
担违约责任。

七、公告期限及转让方式
公告期限自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

日，截止日期为2018年 3月15日17时。若
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
向受让方时，将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意向受让者请于公告期内向河南中原产
权交易有限公司提出受让申请，提交相关资
料，并在产权转让公告期满前向河南中原产权
交易有限公司缴纳160万元交易保证金（以银
行到账为准）。逾期未提出受让申请、未提交
相关材料和未缴纳保证金的，视为放弃意向受
让和购买。若受让成功，保证金转为交易价
款；若受让未成功，则原渠道、原金额退还。

咨询电话：0371-65665765
传真：0371-65665727
地址：郑州市经三路15号广汇国贸
网址：http://www.zycqjy.com

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2018年2月12日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镇氏及嫡系传人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16]第一号

中医风湿科、康复医学科、疼痛科等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电话：0715-8618999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2号（G4京港澳高速咸宁北入口处）联系方式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为了切实做好2018年春运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确保春运期间道路交
通安全畅通，圆满完成春运各项工作任务。滑县交警大队深化交通安全源头
管理，组织民警每天依托客运检查站，对出站车辆进行登记，并认真检查车辆
上路必备安全设备，重点检查客运车辆的轮胎、刹车、灯光等设备的情况。同
时督促客运企业配齐安检设备、人员，严格落实旅客安检措施，杜绝旅客携带
易燃易爆危险品乘车；督促客运企业加强安全监管，严禁客运车辆站外揽客、
严禁中途随意载客、严禁托运未经安检货物，严防易燃易爆危险品上车，确保
客运车辆行车安全。 （程璟）

滑县交警严把春运客车安全关
春节前夕，郑州金水区经八路街

道办事处召开节前廉政谈话会，其目
的是加强街道党风廉政建设，增强党
员干部廉洁过节意识。

在会议开始前，街道纪工委开展
集体排查午间饮酒情况，并提醒全体
干部职工在节前要提高思想认识。
一是适应从严治党新常态。节日期
间往往是腐败易发时期，是对党员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的考验，也
是正风肃纪的关键节点。二是加强
作 风 建 设 ，筑 牢 廉 洁 自 律“ 防 腐
墙”。认真学习典型案例，做好案件
剖析，开展自查自纠，深刻领会和从
严落实中央、省市区纪委提出的要
求。三是强化监督检查，从严惩治高
压态势。班子成员要带头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同时，街道纪工委将严格
履行监督责任，确保整个街道节日期
间风清气正。 (钱东方 何锋)

经八路街道节前话廉政国有产权转让公告
中原产权告字(2018)9号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郑伟伟

一个是 1980 年出生，一个是
1990 年出生，相差了整整 10岁；
一个是土生土长的焦作人，一个
是以选调生身份来到焦作的周口
人；一个是终日和土地打交道的
农民，一个是大学毕业后在杭州
触碰互联网思维的新时代青年；
一个被大家亲切称呼为“虎哥”，
名叫温小虎，人如其名，温厚敦
实，一个是被朋友们戏称放弃繁
华回到乡村的“村长”，名叫郑亚
东，时尚青春。

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因为山
药的“牵线”，让他们一起携手。

2 月 11 日上午，武陟大虹桥
乡东张村的农田里，阳光倾洒，
春风摇曳。“虎哥”和“村长”在农
历新年前，还在这里为发展谋划
着。

“虎哥”兴奋地告诉“村长”：
“周边几个村的村民很愿意和我们
合作，这边的 70亩，那边的 30多
亩，都已经谈好了，今年咱们合作
社的种植面积可以达到 300多亩
了！”

“好啊，过去三年我们帮助乡
亲们销售山药 500 吨，累计创收
600多万元，今年你说说我们会是
多少？”“村长”刚说完，俩人同时发
出爽朗的笑声。

“虎哥”很佩服和感谢眼前这
个有想法有干劲的年轻人。在“村
长”来到大虹桥乡之前，“虎哥”虽
然有多年的山药种植技术，但是因
为市场的无序竞争和价格战降低
了自信心，“没有方向，没有目标，

干什么都没劲儿”。
2014年 11月，郑亚东被省委

组织部选调到大虹桥乡，“虎哥”的
干劲开始越来越足了。

运用互联网技术，郑亚东开
始把山药绿色化、定制化、规范
化、互联网化，采用“认购式山药
种植模式”盘活销路，实现山药从
地头直达餐桌的绿色健康梦。“虎
哥”化身为“技术官”，他第一次听
说了O2O，第一次坐了飞机，第一
次出了远门参加了“村长”在杭州
组织的“地主大会”……

“虎哥”和“村长”经常互相开
玩笑，但是一说到山药，俩人都一
本正经起来。选地、整地、种子处
理、施基肥、种植管理，“村长”听

“虎哥”的；品牌建设、线上营销、推
广运营，“虎哥”听“村长”的。一唱
一和，两个人越来越默契。

“虎哥”不善言辞，但是说起山
药，话匣子就会打开：“我们的山药
能得到这么多人认可，是我以前想
都不敢想的。让更多的城里人吃
到纯天然的‘绿色’山药，是我的梦
想。‘村长’告诉我，梦想还是要有
的，万一实现了呢？”

“必须实现！”郑亚东笑着说，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前几天正
式发布，主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
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
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咱们的
事业还大着呢！”

临近中午，“村长”回乡政府，
“虎哥”回新建的50吨冷库里整理
山药。他们约定：过了正月十五就
开始山药开沟，要早日带领乡亲
们共奔致富路。③4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张晓静

再过几天，清丰县马庄桥镇赵家村
就将迎来整村摘下“贫困帽”后的第一个
春节。农户们愈加忙碌，却不是给自家
准备年货，而是在年前完工另一份“新春
大礼”——30座崭新的食用菌大棚。

2月10日，记者走进已搭好框架的
大棚，一幅“农耕图”映入眼帘：有人拿
着铁锹埋头挖坑，用木板为菌棒隔离出
一张张“大床”；有人仔细整理着菌棒的

“外表”，将它们栽种得整齐匀称。
“食用菌让俺有了固定收入，不用

再靠政府救济，有它才能过好年！”贫
困户闫采玲的说法赢得了大家的赞
同。据闫采玲回忆，去年3月，27座袖
珍菇的试验大棚在村头拔地而起，成
为赵家村食用菌扶贫基地的“先行

军”，“政府出水电费、租金，县里的龙
头企业提供技术和销售。蘑菇长出
来，俺一天能卖100多元钱。”

“对贫困户的优惠政策越来越
多。”赵家村党支部书记赵玉甫补充
道。作为亲手将基地“带大”的人，赵
玉甫一有空就往大棚里钻，帮贫困户
协调解决问题。“有了真金白银的效
益，第二批126座食用菌大棚立马变成
香饽饽，也惠及更多贫困户。”

“食用菌不仅让俺脱了贫，还让俺
学到了技术。”正在检查菌棒栽种质量
的村民卢利伟说。一平方米内的菌棒
讲究“横七竖七”，她掂量着距离一一
调整。“种得稀，出的菇太大；种得稠，
出的菇太细。所以必须调整好。”卢利
伟说，“俺在这里算半个技术员了，发
展食用菌种植俺有底气。”

在削菇车间，记者看到另一幅繁
忙的“劳作图”。顶着“小伞”的鸡枞菌
码在一旁，农户们快速地削尖根部，再
把长度基本一致的鸡枞菌装箱。

“食用菌种植的很多环节都需要
劳动力。过去，附近的村民冬天没事
儿干。现在家门口有工作，他们农闲
时也有收入了。”就在赵玉甫说话时，
一箱箱打包好的鸡枞菌被装上在外等
候的面包车。

“这要运到哪儿？”路过的王道修
问道。王道修是清丰县高堡乡时家庄
村食用菌基地的平菇种植大户，他对

“兄弟村”的情况也很关心。
“大部分送到北京新发地批发市

场，节前价格高，已经卖到10元钱一公
斤了。”赵玉甫话音刚落，王道修就高
兴地对他说：“俺那里的菌菇也成气候

了，山东、山西的大车天天来拉！”
展望新年，赵玉甫脸上露出自信：

“乡村振兴战略有二十字方针，把‘产
业兴旺’这四字搞活就是个大任务。
老百姓挣了钱，日子才能越过越美，农
村才能越来越好！”③7

政府做引导，公司做龙头，基地做

示范，贫困户做股东，种植户做产业。

清丰县的产业扶贫，让脱贫攻坚有了

坚实基础。

目前，清丰全县食用菌种植面积已

达 800 余万平方米，辐射带动贫困户 1

万余人脱贫摘帽。这股食用菌“旋风”，

在托起美好明天的同时，携带着新的春

意：贫困户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发展增

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增强。③7

□本报记者 陈慧

鲜花已成为很多人家必备的
“时尚年货”。春节临近，2 月 11
日，记者前往郑州陈寨花卉交易市
场打探发现，年宵花市场已然升
温，鲜切花价格大幅上涨，盆栽花
价格则相对平稳。

郑州陈寨花卉交易市场是国
内最大的室内零售花卉交易市场，
交易品种有万余种。在鲜切花区
域，记者看到，不少商家在整理各
种年宵花，摊位上摆放的鲜花绿植
非常养眼。玫瑰、百合、雏菊、蔷
薇、康乃馨、乒乓菊等争相迎春，花
香四溢，市民流连其间。

市民李女士正在挑选鲜花，近
两年，逢年过节她都要买些花送给
亲朋好友。“现在大家都不愁吃不
愁穿，拎一盆鲜花走亲戚，像杜鹃、
仙客来、发财树、富贵竹，又喜庆又
好看 。”不过，她发现今年的鲜切
花可比往年贵多了，康乃馨一束涨
到30元了。

陈寨花卉交易市场办公室主
任宋利敏说：“鲜切花价格确实涨
幅不小。除了需求旺盛和航空物
流运费大幅上涨外，最主要的原因
是主产地天气突变造成。”她分析，
昆明是全国鲜切花的主产地，前段

时间当地下雪，温度较低，花农
50%的花受损，造成鲜切花供应紧
张，价格上涨，“比如玫瑰，之前一
束基本上稳定在20元至40元，今
年起步价就得四五十元，品质好的
得七八十元。”

相比鲜切花，盆栽花价格浮动
不大，涨幅在5%至15%，主要是节
日需求旺盛造成。

蝴蝶兰在人们印象中一向属
于“高大上”的花卉，今年价格却
有所下降。“一盆 8支的蝴蝶兰去
年卖260元，今年降到200元。”商
户郭先生的摊位主打蝴蝶兰，他
说，“种植蝴蝶兰的基地越来越多，
供应充足，价格自然下来了。不
过，随着春节越来越近，后期价格
可能会贵一些。”

据预测，春节、元宵节过后不
久就是三八妇女节，花市紧俏，鲜
花价格可能会比较坚挺。

今年哪些花比较受欢迎呢？
不少商户表示，君子兰、凤梨、杜
鹃、反季节牡丹、海棠、郁金香等开
花观花、颜色鲜艳的品种受到市民
青睐，销售量一路上升。

近年来，网购鲜花之风也悄然
兴起。宋利敏介绍，网上销售的主要
是鲜切花，陈寨花卉交易市场约三
分之一的商户涉足网络销售。②8

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

“绿色”山药铺就
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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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0 日，南
阳市卧龙区街道
旁，悬挂起一排排
红灯笼，喜迎新春
佳节到来。⑨3 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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