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峡：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全力助推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 朱天玉

前营生态古村、鱼库特色民宿村、
湾潭农耕文化园……一个个特色村
庄，吸引了一批批游客。地处伏牛山
腹地、横跨豫鄂陕三省，西峡，这个豫
西南的山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让曾
经贫困的山乡群众，吃上了“旅游饭”，
赚到了“绿色钱”。

近年来，西峡县抓住乡村旅游兴
起的时机，依托丰厚的生态旅游资源
优势，坚持规划引领，以特色产业为基
础，以美丽乡村为载体，以休闲旅游为
支撑，积极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旅游
有机融合的新途径、新方式，走出了一
条乡村旅游助推山区县脱贫攻坚的可
持续发展之路。

规划引领 疏浚旅游扶贫大通道

两层徽派小楼沿着311国道依次排
开，农耕文化园让游人流连忘返。五一
小长假期间，二郎坪镇湾潭村游客爆棚。

“多亏了政府规划好，把俺们的破

房子统一修葺，还建了漂亮的游园，游
客多了，俺的腰包也鼓了。”湾潭村村
民张大妈笑着说。

张大妈感谢政府规划好，但张大
妈却不知道，在乡村旅游的规划上，西
峡县不仅仅是修个房子、建个游园这
么简单，而是突出规划引领，打通乡村
旅游、全域旅游与脱贫攻坚的关联路
径，疏浚旅游扶贫大通道。

为了让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规划
必须高标准。西峡县努力推进旅游发
展与脱贫攻坚、城乡建设、土地利用、产
业布局等规划“多规合一”，高标准编制
了西峡乡村旅游、全域旅游等专项规
划，实现乡村旅游与脱贫攻坚、新型城
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深度融合。

为了让乡村旅游各有特色，西峡
县坚持科学布局。与脱贫攻坚和全域

旅游同步谋划了丹水恐龙小镇、丁河
猕猴桃小镇等 4个特色小镇，打造 10
个特色乡村旅游示范点。

为了实现旅游共享，西峡县积极
推动区域联动。抱团来发展，效应可
倍加，西峡县与栾川、嵩县缔结伏牛山
全域旅游扶贫联盟，实现优势互补，让
乡村旅游和全域旅游成为周边县脱贫
攻坚的共同选择。

产业为基 探索乡村旅游新模式

“乡村旅游接地气、聚人气，大景
区走累了，到特色村里逛逛也别有一
番情趣。”5月 16日，带着妻子和小孙
女在太平镇东坪村的农家乐，亲自体
验了香菇采摘的张先生对西峡乡村游
大加赞赏。

有这种感受的何止张先生一人。

这主要得益于西峡县坚持特色产业为
基础，打造以乡村旅游撬动全域旅游
带动脱贫攻坚，探索旅游扶贫新模式。

据介绍，围绕“果药菌”农业特色产
业，西峡县培育猕猴桃人工种植基地
12.5万亩，发展山茱萸基地22万亩，香
菇专业村110个，建成标准化采摘基地
173处。结合美丽乡村建设，西峡县大
力发展以“吃农家菜、住农家屋、享农家
乐”为主题的休闲农业。围绕吃、住、行、
游、购、娱等旅游基本要素，西峡县还打
造了双龙镇化山村、太平镇东坪村和桦
树盘、二郎坪中坪村等配套服务专业村。

“乡村旅游要有特色产业做支撑，
西峡县重点探索了景区带动型、产业
支撑型、城郊休闲型、新兴业态型、互
联网+乡村旅游型、直接帮扶型等六种
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引领乡村旅游由

传统的观光食宿向精品民宿和乡村度
假转变，让老百姓在家就业、脱贫致
富。”西峡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统筹联动 彰显旅游扶贫好成效

清凉小镇看东坪、乡土老家是中坪、
奇异果乡来黄狮、特色民宿瞧鱼库……
目前，西峡县已建成乡村旅游专业村21
个，带动6个乡镇、1.5万农民吃上了“旅
游饭”，年综合效益超过4亿元。

这只是西峡县实施乡村旅游带动
脱贫攻坚成效的一部分。经过多年来
的持续努力，如今，乡村旅游与传统的
景区旅游互为补充、协调发展，已成为
西峡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西峡先后
被评为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县、全省
乡村旅游示范县、国家首批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单位。去年全县接待游客

681.5 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 37.8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18.2%和26.7%。在
乡村旅游扶贫的带动下，西峡创新推
行的“5+”金融扶贫、“传树争做”扶智
扶志、“五联四到户”等扶贫模式受到
省委、省政府和省扶贫办的充分肯定，
西峡的脱贫攻坚工作进入全省第一方
阵，位居南阳市非贫困县第一。

加大对乡村旅游扶贫项目的倾
斜，加快乡村旅游与传统景区旅游的
协调发展，加速推进乡村旅游产业的
转型升级，西峡县努力不止步、奋斗不
停歇，力争到 2020年，实现“十百千”
目标：即建设10个特色旅游村、100个
特色农业观光园、1000家特色农家宾
馆（民宿），带动社会就业5万人以上，
实现旅游年综合收入50亿元以上。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党的十
九大专门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西峡县
正抓住这个重大机遇，继续发挥好旅游
扶贫对山区群众的特殊作用，持续推进
乡村旅游提档升级，为打赢打好脱贫攻
坚战、决胜全面小康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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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郑伟伟

医改，关乎民生，惠及百姓。
党的十九大指出，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
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今年
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医改惠民
生依然是最强音。

5月 18日，全省深化医改工作现
场会在焦作召开。为何选择焦作？“起
步早、标准高、力度大、亮点多”，去年
12月 5日，省长陈润儿在焦作调研时
如此评价。

新医改启动以来特别是近年来，
焦作市敢啃“硬骨头”，敢涉“险急滩”，
不断挺进医改深水区，探索出全省医
改的“焦作样本”，为继续深化医改贡

献了焦作智慧。

让群众共享医改阳光
看病，不用东奔西走，有专家。

“今天跟大家签约的医生，不仅
有大封镇卫生院的大夫，还有焦作市
第二人民医院和武陟县人民医院的专
家……”日前，在武陟县大封镇大司马
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场，大封镇卫生
院院长文明路拿着喇叭对村民讲解道。

这是焦作市探索“四级联动”家庭
医生签约模式的现场。作为医联体重
要成员，市级医院、县级医院专家和乡
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工作人员走进乡
村，为群众提供健康咨询、体检、大病
转诊等服务。

大病，不再担惊受怕，能报销。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杨庙镇低

保户贺风琴2016年4月患主动脉夹层，
住院一个月花去了20多万元，在基本医
疗保险、大病保险、大病补充保险报销之
后，自己仅承担了1万多元。“大病补充
保险真帮了大忙！”贺风琴逢人就说。

焦作在全国率先开展的“困难群
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试点工作，探索
出了一条政府主导、商业保险公司承
办，全力解决困难群众因病致贫问题
的新路子。

吃药，不再药价“虚高”，零差价。
解放区焦北街道居民翟亮患哮喘

就诊，医生为他开了 4 种药，总价
184.22 元。“如果放在 2016 年 8月 15
日前，同样的药，总价为 211.88元，这
次少花了27.66元。”翟亮说。

这是焦作市 2016年 8月 15日宣
布10家城市公立医院全部实施药品零

差价销售以来，群众得到的“看得见的
实惠”。

“现在，小病不再拖，大病不再扛
了！”“就医环境好了，连我们村级卫生
室也大变样了！”

行走在怀川大地，时时可以感受
到医改带来的变化，处处能听到群众
对医改的频频点赞。

为全省医改探路先行
国家确定的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试点市、全科医生执业方式和服务模
式改革试点城市、全省唯一市域综合医
改试点市、所辖6县（市）全部被国家确
定为首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
点县……医改路上，焦作市担负着“先
行军”的角色，被赋予“探索者”的重任。

（下转第六版）

新华社北京 5月 17日电 中共中
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一书，17
日由学习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各
地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三十讲》，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

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分三十
个专题，全面、系统、深入阐释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
意义、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
实践要求，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

持的指导思想，号召进一步兴起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新高潮，更加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通讯员 王中献 丁阳）5 月 17 日上
午，国家首个杂交小麦产业化基地研
发中心在邓州市举行奠基仪式，项目
建成后将使我国杂交小麦基因资源
挖掘和品种选育等领域的研发水平
得到显著提升。

中国二系杂交小麦作为我国原
创性重大科技成果正快速走向大面
积生产，对加速推进我国杂交小麦种
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
义。国家首个杂交小麦产业化基地
以我国首创的二系杂交小麦技术为
依托，主要开展杂交小麦育繁推一体
化发展，打造国家级高标准种子生产
基地和国际领先的杂交小麦商业化
育种平台，是京豫科技合作的重要成

果，获得了南水北调对口协作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小麦产
业技术体系和国家小麦良种攻关等
多项资金支持。

项目一期工程包括占地120亩的
科研中心和种子加工检测中心，面积
310亩的基因资源圃和育种站，还有
一万亩的杂交小麦种子生产示范区。
计划 2018 年 12 月初步建成，预计
2020年可形成年生产与加工1500万
公斤小麦杂交种的能力，为约200万
亩土地提供优质种子。目前，邓州杂
交小麦产业化基地在邓州市湍河、腰
店镇、桑庄镇、孟楼镇、十林镇及南阳
宛城区打造了万亩杂交小麦种子生产
基地，预计2018年规模化制种产量可
达每亩300公斤以上。③7

□薛世君

河南新西兰农牧研发中心大

厦竣工，大洋洲“一带一路”促进机

制（河南）联络站挂牌，成为河南与

新西兰深度合作发展的新载体。

新西兰被称为世界农业科技的“硅

谷”，上述载体将致力于生物高科

技、新型农业、乳制品等方面研发

和推介工作，无疑将助推河南农牧

业的外向型发展。

作为农业大省、畜牧业大省，

我省食品农产品“走出去”的条件

得天独厚。数据显示，2017年我省

食品农产品出口达到 254.8 亿元，

同比增长 27.4%，创历史新高。从

2013 年的不足 100 亿元到 2016 年

首次突破 200 亿元，再到 2017 年达

254.8 亿元，数字的变化是河南食

品农产品出口迎来高速发展期的

最佳佐证。

当今食品消费越来越呈现多

元化、休闲化、绿色化的特点。大

力促进食品农产品出口，通关便

利、对外注册、标准制订等自不待

言 ，但 尤 为 重 要 的 是 安 全 和“ 绿

色”。中央连续出台的一号文件

中，不仅强调要促进食品农产品

出口，更把食品安全和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摆在重要位置。农

业并不意味着“落后产业”，把握

世界食品消费升级趋势，提升科

技含量、改善供给结构，我省就能

加快从“中国粮仓”“国人厨房”到

“世界餐桌”的步伐，为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注入强劲“农字

号”动力。

发展外向型农业，我省一直不

遗余力。比如，在全国率先开展出

口食品农产品“一县一品”“一县多

品”创建，在 160多个食品农产品品

种中，优选香菇、苹果、茶叶等 14个

核心品类重点培育。再比如，我省

“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达 65个，其

中食品农产品类 51 个，连续 6 年居

全国之首，全省已建成 30家出口食

品农产品示范区，数量居全国第

二。在西峡，不仅香菇出口货值创

造了 12 年增长 217 倍的奇迹，而

且由单一的出口干菇发展到出口

香菇酱、香菇罐头、香菇粉等多元

化产品，靠的就是种植生态化、生

产标准化，让全世界的消费者吃得

放心、吃出花样。

把“农”字写好写活，闪耀“一

带一路”，河南大有可为。2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张松才

5月上旬，中原油田采油二厂126
号计量站员工林建打算租辆车，领着濮
阳县户部寨镇二中六年级（2）班的孩子

去市里赏花，但因故未能成行。林建就
乘车50多公里来到濮阳市的濮上园，
拍了些花卉视频传给同学们。

15年来，林建坚持种德耕春。他
为村镇学校购置2万多元的文体用品，
帮助改善办学条件；出资1万多元支持
村娃读书，向村娃捐赠 5500 多件衣
服、187双鞋子、265本字典和词典，用
大爱点亮了117名留守村娃的梦。

“我没生养一男半女，计量站边的

村娃都是我的孩子！”53岁的林建说，
“帮助村娃读书，最能给我带来幸福。”

户部寨镇二中的教室里没有暖气和
煤炉。寒冬里，不少学生生了冻疮，林建
很是心疼。他买来几十双手套和十几个
暖手宝送到学校。趁午饭间隙，他把治
冻疮的蛇油膏涂在孩子们的手背上。

这个学校六年级（2）班有些学生
学习缺乏自制力，林建就打印了一摞
自测表，让同学们每天对自己的课堂

听讲、自习纪律、作业完成等情况进行
评价，检查得失。林建要求他们每天
在表格上写句自励的话。

林建回老家徐州探亲，总会捎些
名特小吃回来。哪个孩子学业进步
了，哪个孩子做了好事，他就用这些美
食奖励。

“我原先上课爱走神，‘石油爸爸’
结合自己的上学经历，给我讲了听课
不集中精力的害处，（下转第六版）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出版发行

为全省医改提供“焦作样本”
——焦作市探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综述

“石油爸爸”和他的117个村娃

国家首个杂交小麦产业化基地研发中心奠基

2020年可年生产加工
小麦杂交种1500万公斤

让“农”字闪耀“一带一路”

更多内容详见07│时事

让祖国大地不断绿起来美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就综述

5月17日，俯瞰建设中的漯河港美丽而壮观。该港口位于漯河市黑龙潭镇辖区内，建成后年吞吐量可达460万吨。目前，一期工程的9个泊位已建设完成，即
将蓄水通航。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