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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李艳 杜彦）眼下，山
城栾川凉爽宜人。沿着伊河逆流而上，位于陶湾镇常湾
村的猕猴桃园里，累累硕果甚是喜人。该园由村党支部
牵头、全村 11名党员干部每人自愿集资 1万元，发展村
级集体经济，试点种植猕猴桃。目前，猕猴桃园已直接带
动20多户贫困户就业增收。

“除了常湾村党员干部种下的这块村级集体经济‘试
验田’，省、市、县还为该村拨付140万元用于建设家庭宾
馆，这些措施把全村党员群众凝聚在了党组织周围。”8
月 2日，栾川县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通过党建引领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的模式，去年，该县整合各级财政扶持资金
4100多万元，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输血”“造血”，实现
全县75个贫困村级集体经济率先“清零”。

位于伏牛山腹地的栾川县是国家级贫困县。2017
年，栾川被列为全省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县。去
年，栾川县出台扶持政策措施，提出力争在三年内基本消
除村级集体经济“空白村”。

消除村级集体经济“空白村”绝非易事。该县围绕落
实“河洛党建计划”制定目标任务，突出抓好农村党支部
标准化建设，引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在落实省、市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试点村配套资金的基础上，（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王延辉）短短几个月时间，新
郑市的省级贫困村青岗庙村又变了样。曾经的荒沟和废
弃窑洞被一排排依势而建的青砖灰瓦建筑群取代。按照
集体牵头、村民入股、企业带动的发展模式，该村依靠具
茨山风景区谋划的村级集体产业——白龙沟旅游观光项
目“芳容”初现，首批已有20户商户入驻。

8月3日晌午，青岗庙村村民张党会的白龙沟代销点生
意红火。“多亏了党组织给咱老百姓谋划了好产业，以后这
日子肯定越过越有希望。”46岁的张党会笑得合不拢嘴。

自去年新郑市开展组织联村助党建、企业联村助脱
贫“双联双助”活动以来，与青岗庙村一样，大部分的贫困
村、软弱涣散村党建阵地建起来了，活动搞起来了，组织
凝聚力和战斗力强起来了，集体经济壮起来了。

“现在党员干部拧成了一股绳，一心想着怎么带领群
众撸起袖子加油干。”青岗庙村驻村第一书记李晓勇的话
道出了新郑市基层党员干部的心声。

如今，新郑市各乡村结合实际、理清思路、盘活土地、
引进项目，发展集体产业各出实招、“多点开花”：窑洞经
济、沟壑经济、特色种植、观光旅游等都搞得风生水起。
截至目前，新郑市有集体经济的村级组织达到 80%，累
计引进产业项目254个，（下转第二版）

实践者说
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新郑不断开拓发

展新境界。下一步，新郑将加快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

建设，以新担当展现新作为，努力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全省前列。

——新郑市委书记刘建武

实践者说
我们抓住全省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县的机

遇，创新工作思路，多策并举，搞活、壮大了村级集体经

济。这不仅解决了村级党组织“无钱办事”的难题，更进

一步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栾川县委书记董炳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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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

本报讯（记者 冯芸）8 月 3日，
省委副书记喻红秋在所联系扶贫县
封丘调研时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重要讲
话和指示精神，扛稳扛牢责任，精准
有效施策，以决战决胜的勇气和钉钉
子精神，坚决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喻红秋走进刘秀花、闫校忠等贫
困户家中，和他们拉家常，鼓励他们坚
定信心、早日脱贫，生活越来越好。她
对村干部和驻村队员说，群众有困难
就找党支部，基层干部离群众最近，要
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谋实利，让他
们感受到党组织的关心关怀；要抓好
政策兜底，确保小康路上不落一人。

封丘县李庄新区是首批黄河滩
区居民迁建试点，100多栋楼房已经
拔地而起。喻红秋来到这里，询问搬
迁村民是否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到紧
邻新区的河南爱贝服饰有限公司，了
解搬迁村民就业情况。她说，黄河滩

区居民迁建事关黄河安澜，事关群众
生活幸福，要严格标准，严把质量，不
折不扣落实各项政策，不断改善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

持久稳定脱贫的关键在产业。
在河南森杰华峰玩具有限公司、河
南省豫封多肉植物种植有限公司等
地，喻红秋看企业生产、问产业发
展、算群众收益。她指出，发展产业
是脱贫治本之策，要加大力度引进
大项目，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实
现强县和富民有机统一。

喻红秋和封丘县党员干部交流
时强调，脱贫攻坚是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转变干部作风、密切党群关
系、夯实基层党建的重要抓手。要
进一步凝聚共识、聚焦问题、突出重
点、压实责任，着力发挥制度优势，
夯实产业支撑，激发内生动力，持续
改善环境，以严实作风把脱贫攻坚
每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底。③6

□本报记者 孙静

香菇酱常见，可你品尝过蘑菇
罐头吗？作为我省农产品出口转型
升级之作，蘑菇罐头海外旺销，成为
欧洲披萨、韩国酱汤、越南粉卷等诸
多世界美食的明星配菜。

郑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我省蘑菇罐头远销越南、韩国等
33 个国家和地区，外贸总值达 7.7
亿元，同比增长 2倍，已超过去年全
年 6亿元的出口值，并直接带动食
用菌出口额同比增长81%。

小小罐头，缘何获得海外市场
如此青睐？

8月 3日上午，记者来到西峡圣
洋食品有限公司，在厂房外，一箱箱
包装完好的蘑菇罐头正陆续被装进
集装箱。“这批货是发往俄罗斯的，
我们最近和俄罗斯客商签订了 50

个集装箱的订单，出口额近5000万
元。”访公司总经理张薄告诉记者。

仅通过出口蘑菇罐头，圣洋公
司每年的外贸额就达到了 3亿元，
客户包括欧洲、西亚、东南亚等地的
10多个国家。在河南，像圣洋这样
通过蘑菇罐头走出国门的外贸企业

有20多家。
“蘑菇罐头的成功，其实是出口

农产品不断适应海外市场需求，以创
新求发展的真实写照。”张薄说，

“2014年以前，我们和南阳市大多数
农产品外贸企业一样，主要向韩国、
越南等地出口一些附加值较低的干
香菇、干木耳，由于产品结构单一，在
渠道、物流、价格等方面与沿海企业
相比又不占优势，生意越来越难做。”

2014 年，圣洋在韩国、欧洲等
地参加展销时，无意中发现许多罐
头制品很受当地民众欢迎，这让张
薄有了新想法：把蘑菇也做成罐头，
既方便出口流通，还能延长保质期。

“这套生产工艺就是我们投入
40多万元研发的。”来到生产车间里，
张薄说，相比于干菇制品，蘑菇罐头
最大限度保留了菌菇的营养价值和
弹脆口感，打开即食，更加方便，2015

年产品投放到韩国、香港等地后，大
受欢迎。

在现场服务的南阳海关工作人
员介绍，韩国、越南、俄罗斯等多国
居民一向有食用香菇的爱好，因本
国产量有限，常常从中国进口大量
干香菇，我省南阳就是重要的出口
地之一。“蘑菇罐头作为一种创新产
品，更符合国际消费市场的高品质
需求，随着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很
有可能取代干菇制品，成为全省最
重要的出口农产品。”

产品附加值提高了，利润也更
可观，随着海外市场的扩大，南阳越
来越多的外贸企业转型做起蘑菇罐
头生意。为将菇类产品做成产业，提
高外贸抗风险能力，圣洋等企业又
开发了蘑菇鸡精、塑料包装蘑菇罐
头等新产品，更符合国际环保要求，
拓展市场的能力也更强了。③8

喻红秋在封丘县调研时要求

扛稳扛牢责任 精准有效施策
坚决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河南“小罐菇”醇香飘海外
——消费新需求催生开放新故事①

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蘑菇罐头的成功，其实是
出口农产品不断适应海
外市场需求，以创新求发
展的真实写照。

张薄
西峡圣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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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宁陵县
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免费为孩子们举办舞
蹈、绘画、小提琴等艺
术培训。图为 7月 30
日，小学员在该中心公
益美术班老师的辅导
下学习绘画。⑨3 闫
占廷 摄

进入暑期，郑州图
书馆迎来读者高峰期，
舒适的环境和丰富的
图书使这里成了看书
与避暑两不误的好去
处。图为 8月 2日，小
读者在郑州图书馆读
书学习。⑨3 本报记
者 王铮 摄

8月4日，2018年豫哈青少年夏令营在郑州开营，来自新疆哈密的500名青少年将和我省100名青少年一起感受中原文化。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我省高招本科录取结束
本科一批录取超9万人，本科二批录取近19万人

03│综合新闻

我省八部门出实招促企业成长

“个转企”有了“操作宝典”

02│要闻

本报讯（记者 屈芳）“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8月 3日至 4日，省
长陈润儿深入南阳伏牛山区调研产
业脱贫工作，他强调，要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把生态资源
优势变成生态产业优势，让美丽贫
困山区变成美丽富饶山区。

良好的生态是群众的热切期
盼，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支撑。
坐拥 3000多种植物的宝天曼自然
保护区有着独特的生态区位优势和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陈润儿走进这
里，实地考察伏牛山区生态资源和
生态保护情况。

他边行边问：“这里每平方公里活
林木蓄积量多少？森林郁闭度如何、
碳汇多少？”陈润儿说，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
容。人善待自然，自然就会回馈人类；
人掠夺自然，自然就会报复人类。我
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珍惜利用好这片宝贵的资源。

他叮嘱当地负责人，要坚持“保
护优先、节约优先”原则，完善生态
规划、做好生态修复，划定生态保护
红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质量底
线，依法禁伐、禁烧和禁止一切破坏
生态环境的生产活动，用最严格制

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在保护优先前提下，要充分发

挥生态扶贫效用。”陈润儿走进伏牛
山下的内乡、镇平察看产业脱贫等情
况，他说，伏牛山区有着生物多样性丰
富、森林郁闭度高和环境承载力强等
优势，坐拥“绿水青山”，却是目前全省
贫困县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脱贫

“主战场”。必须转变观念，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加快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正成为产业发展中
最具潜力、最有活力的新业态。”调
研中，陈润儿一一点评：要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生态文化、
生态康养和生态种养业，培育扶持
龙头企业，将发展生态产业与促进
产业转型、推进脱贫攻坚、实施乡村
振兴结合起来。

他进一步说，要配套完善基础
设施、创新生态管理体制，推进生态
共建、利益共享、发展互利，实现山
区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互促”，
生态优美与农民致富的“双赢”。

陈润儿勉励南阳市，在培育生
态产业、探索绿色发展上先行一步，
尽快带动伏牛山区群众脱贫、共奔
小康。③6

陈润儿调研南阳伏牛山区产业脱贫强调

把生态资源优势变成生态产业优势
让美丽贫困山区变成美丽富饶山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