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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农民成为丰收节的主
角，做到‘农民的节日农民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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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黄云启 冯春妹

在渑池县坡头乡韩家坑村，村民
王素梅正和村里的老年妇女们自发
地在村部文化广场扭秧歌。夏季的
广场上，跳广场舞、打扑克和下象棋
成堆成群，不时地爆发出阵阵笑声。

“自从脱贫攻坚、开展文化大院建设
以来，我们引导村民开展各项文化活
动，从‘张家长李家短’走上了‘家和
万事兴、齐力奔小康’的康庄大道。”
该村党支部书记韩军民对记者说。

近年来，三门峡市、县不断加大公
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力度，通过新建、
改建、扩建、置换等方式，整合各类公
共文化资源，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
逐步完善。目前，渑池县投资 1.2 亿
元，建成了集大剧院、科技馆、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排练厅于一体的
综合文化服务（文化艺术）中心。卢
氏县图书馆投资 26万元，在馆内四楼
打造多个多功能培训厅，用于读书培

训、经典诵读等活动。灵宝市文化馆
投资 200 余万元，对馆舍进行内部装
修。截至目前，三门峡全市共有公共
图书馆 7个，文化馆 7个，博物馆 7个，
数字电影院 11 个，演出剧场 6 个，乡
镇（街道）文化站 75个，基层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 1315 个，农家书屋 1342
个，农村公益电影放映队 62 个，市、
县、乡、村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基
本建成。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明显提升。一
是三门峡市、县、乡三级公共文化单
位全部免费开放，为群众免费提供图
书报刊阅读、电影欣赏、讲座培训、文
物展览、电子阅览等服务，年服务人
次达 680万余人次以上。二是群众文
化活动日益丰富，广泛开展“春满中

原”“群星中原”“中原文化大舞台”等
活 动 ，创 作 编 排 了 曲 剧《大 山 的 儿
子》、蒲剧《甘棠遗爱》《姚崇辞官》等
优秀剧目，较好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三是积极打造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亮点，以各项文化
创先为抓手，不断提高全市公共文化
服务水平。目前，全市有国家级文化
先进县（市、区）4个，省级文化先进区
1个，省级公共文化先进示范区 1个、
省级公共文化先进示范项目 1 个，陕
州区地坑院民俗文化园成功入围第
四批河南省公共文化先进示范项目，
卢氏县正在积极创建省级文化先进
县，这些先进县、示范区（项目）的创
建，有力带动了全市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的整体提升。

文化扶贫不断加强。市文广新局
先后印发了《行业扶贫实施意见》等文
件，对文化扶贫工作中的各项任务，明
确了责任领导、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
成时限。严格落实“七个一”建设标
准，规范建设贫困村文化服务中心。
截至目前，全市所有贫困村（含脱贫
村），已建成达标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 206 个。深入实施文化惠民活
动。坚持扶志与扶智相结合，深入开
展了“舞台艺术送基层”“农村公益电
影放映”等文化惠民活动。2017年，全
市“舞台艺术送基层”演出 105场、“农
村电影放映工程”16104 场。市委宣
传部、市文广新局主办的三门峡市“百
姓宣讲直通车”脱贫攻坚专题巡演走
进卢氏东明镇、木桐、潘河、双龙湾等

贫困村进行巡回演出，渑池县曲剧团
创编的优秀扶贫剧目《大山的儿子》到
贫困村进行演出，激励贫困群众端正
创业理念，坚定致富信心，鼓足精气
神，打好翻身仗。

领导的组织协调作用发挥明显。
2015年 9月，三门峡市成立了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领导小组。今
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担任组长，分
管副市长担任副组长，大家通力合
作，有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工作的开展。如市发改委将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了市“十三五”
规划；市编办会同市文广新局在市
博物馆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组建
了理事会；市教育局会同市文广新
局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先后举

办戏曲进校园师资培训，为文化与
艺术普及和推广拉套使劲；市财政
局建立了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
制，积极筹措资金，保障免费开放和
重点文化恵民工程的实施；市体育
局结合全民健身活动，积极参与基
层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为全市 76 个
乡镇（街道）和 1300 多个村（社区）
配备了体育健身器材，配合市文广
新局组织举办了乐韵崤函、唱响崤
函、舞动崤函等赛事；市委组织部、
市扶贫办、市文明办都把各自的工
作与基层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为基
层文化队伍建设和服务活动实施提
供了有力支持。

“下一步，我们要紧盯目标，各负其
责，各尽其力，凝聚各方力量，按照‘全
面提升，重点突破’的整体工作思路，充
分发挥协调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作用，
提升服务效能，强化督查考评，确保文
化扶贫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任务
圆满完成。”三门峡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党委书记、局长梅良川说。

鼓足精气神 做好民生账
三门峡文化扶贫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纪实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
区暨第十届河南省创新创业大赛由省科技厅主办，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团省委、省工商联、河南欧美同学会联办。今年 4
月大赛启动后，全省共收到在线报名企业712家，有100家企
业晋级省决赛，最终遴选出初创组、成长组一、二、三等奖各
10名和优秀奖若干名。其中，初创组前10名、成长组前24名
被推荐晋级全国行业总决赛。我省将对获奖项目给予奖励性
补助，对在行业总决赛中获奖的项目给予与中央财政资金等
额配套补助。

9月 20日，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我省自 2009年起
连续举办了十届河南省创新创业大赛，2013年成为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河南赛区。大赛迄今共吸引 6000多家企业和团队
项目参赛，累计引入社会资本20亿元，涌现出了以国立光电、
清科激光、UU 跑腿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科技型中小企
业。在历届获奖的 235 个企业中，培育出高新技术企业 68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43家、上市挂牌企业 23家，其中在“新
三板”挂牌企业11家。③5

本报讯 9月 19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援建
希望小学揭牌仪式在三门峡卢氏县五里川镇毛坪学校举行，
三门峡市领导、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负责人出席。

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是第一家在卢氏县援建希望小学的
金融机构。今年该行投资 40多万元，对毛坪学校教学楼、学
生宿舍、教室、餐厅、厨房等设施进行了改造，使周边5个行政
村的孩子们的学习条件有了显著提升。

据介绍，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各项决策部署，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把金融
扶贫作为政治担当、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争做金融扶贫主力
军。今年前 8个月，该行向全省贫困县投放各项贷款及基础
设施贷款 168.14亿元，已经超额完成省委、省政府制定的扶
贫工作任务；先后派驻42名驻村第一书记，开展了“邮爱捐助
助力扶贫”“户容提升”“麻鸭养殖”等专题扶贫活动，全行员工
累计向贫困地区捐款 200余万元，捐赠衣物 2万余件、图书
5000余本、文体用品近3000件；全程参与了卢氏金融扶贫模
式的流程设计、试点等工作，发放了省内同业第一笔卢氏模式
扶贫贷款，截至目前，累计在卢氏县发放“卢氏扶贫模式”贷款
9551万元，带动4260名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树立了扶贫路上

“背包银行”的品牌形象。③9 （张丽娜）

本报讯（记者 樊霞）“您好，我是经济普查员，请您出示一
下单位的营业执照。”9月 20日上午9:30，三门峡市崤山西路
一家通讯商行里，佩戴工作证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员杜真
真和同事一起，采集了商行的基本营业信息。

我省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清查活动正在进行中。当
天，河南省第九届“中国统计开放日”现场活动在三门峡市举
行，本届主题是“走进四经普”。

2018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党的十九大之后开展的
首次重大国情国力、省情省力调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一项重要基
础性工作。

单位清查是经济普查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按照普查方
案的规定，我省从 9月 5日开始，近 11万名普查指导员、普
查员同步深入河南省辖区内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单位、企
业、个体户，了解掌握他们的基本情况和分布状况，为普查
培训和普查登记等后续各项经济普查工作奠定基础。清查
将于 11月结束。

截至目前，全省单位清查共上报各类单位 20万个，占底
册单位数的 10%，个体经营户 80 万个，占底册单位数的
15%。省普查办每周两次通报各地工作进度，并对已上报数
据深入分析，将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省辖市、省直管县(市)
进行反馈，保证清查工作按照既定的时间节点进行。

“此次经济普查所获取的资料，将为科学判断我国、我省
经济发展大势，准确把握新时代经济发展特征，推动我省高质
量发展提供科学、准确的决策部署依据。”省统计局副局长赵
德友说。③5

河南省创新创业大赛结果揭晓

34个项目
晋级全国行业总决赛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
援建希望小学揭牌

我省举办“走进四经普”
统计开放日活动

六次全会精神在基层六次全会精神在基层

桐柏县月河镇沈庄村“虾稻共作”基地内小龙虾喜迎丰收。⑨3 陈康 摄

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窦志飞）
9月 20日，鹤壁市举行首届“中国农民丰收
节”农业农村发展成果展活动，集中展示40
年来该市农村改革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全市63家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专业合作
社携140个系列、逾1000种农产品参展。

在山城区晶金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展区
前，前来询问灵芝盆景的市民络绎不绝。
据了解，这家合作社原来只种植平菇、香
菇、金针菇、白灵菇等菌类。今年 2月，他
们根据市场需求培育灵芝盆景，目前产品
已供应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市场。合作社
负责人胡买岗介绍，去年合作社实现收入
1500余万元，今年灵芝盆景上市后，预计
全年收入可突破2000万元。

鹤壁市委农办主任曹林淇介绍，此次
参展的缠丝蛋、无核枣、小米、黄桃、食用
菌、灵芝、丹参等都是电商渠道热销的“爆
款”，希望通过本次展销，能让更多消费者
吃到绿色、健康的鹤壁产农副产品。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在首届“中国农民
丰收节”即将到来之际，鹤壁市以“庆祝丰
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为宗旨，举办了丰
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包括农业农村发展成
果展、“三农”法治宣传、“三农”书法展、丰
收节文艺晚会等。

“鹤壁市举办的首届‘中国农民丰收
节’系列庆祝活动，将充分发挥农民智慧，
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因地制宜、节俭热烈，真
正让农民成为丰收节的主角，做到‘农民的
节日农民乐’。”鹤壁市农业局局长金志广
说。③9

□本报记者 尚杰

9月 17日上午，在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高新科技园内，我省首届新型职业农民创
业创新大赛拉开复赛的序幕。从全省各
地 232个项目中评选出的 130个项目，分
为三个小组一决高下。

参赛选手中，以返乡创业的青年为
主。

“我的葡萄一斤卖 50元，尝过的人都
说好吃。”洛阳曌坤农业合作社的郭彦玲一
出场，就赢得大家关注。这位毕业于西安
交通大学的“80后”，2015年返乡创业，流

转200亩土地种植葡萄、桃等精品水果，利
用微信、抖音推广销售，在当地小有名气。

一些独特的创业项目也引起大家关
注。来自许昌旗梅农业合作社的王学旗，
采用立体种养生态循环模式养殖食用昆
虫，将豆青虫、蟋蟀等害虫变为美食，送进
饭店，受到“吃货们”的欢迎。

农业投资周期长、回报率较低，缺资
金、缺人才成为参赛选手提及最多的难题。

来自平顶山的诚实人家庭农场，近两
年发展很快，但由于在新疆建设基地投资
过大，企业资金缺口达数百万元，给下一
步发展造成了困扰。评委们现场建议，企

业发展模式应该由重资产转为轻资产，尤
其是发展跨区域基地，找人合作比独资建
设更具优势。

赛场上，竞争的硝烟味不如交流的味
道浓，新型职业农民“赛”出新风采。一天
下来，36个项目闯入决赛。

省农业厅农经站站长、当天复赛评审
专家张道明说，虽然是首届大赛，但参赛
项目质量整体水平较高，涉及种植业、养
殖业、农村电商、田园综合体等，符合现代
农业发展方向，同时农民参与积极性高
涨，接受市场新理念、运用新技术的能力
明显增强。③9

鹤壁：

展示成果庆丰收

新型职业农民“赛”风采

9月 17日，在正阳县真阳办事处吴湾社区冷庄组的300亩花生大田里，机械轰鸣，车流滚滚，一场机收比武大赛正在进行中。
正阳花生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170万亩以上，年产花生53万吨以上，被誉为“中国花生之都”。⑨6 王铮 高万宝 摄

□本报驻郑州记者 徐建勋 王延辉
本报驻南阳记者 孟向东

金秋清晨，阳光透过层层薄雾照在淮
源大地广袤的虾稻田上，稻穗饱满低垂，小
龙虾悠游浅底，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

9月 15日一大早，桐柏县月河镇沈庄
村村民杨广州便在自家的虾稻田里忙碌起
来。他娴熟地从稻田中捞出一个个沉甸甸
的地笼，望着满满的收获，笑开了花。

“从前年开始，我把家里的 6亩水田全
部开挖为虾田，一年养殖两季小龙虾，种植
一季水稻，小龙虾为稻田除草、松土、增肥，
稻田为小龙虾供饵、遮阴、避害，种养结合，
亩产小龙虾近300斤、水稻千把斤，每亩纯
收入5000元左右。”站在田埂上，老杨掐着
指头算起账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靠“虾稻共作”，老杨甩掉了贫困户的帽
子，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他正盘算着再
承包15亩水田，扩大小龙虾养殖规模。

眼瞅着老杨脱了贫致了富，今年开始，
贫困户吴桂有在政府帮扶引导下也把自己的
5亩水田改成了虾田。“稻田里养殖小龙虾，投
入少、见效快，今年每斤小龙虾能卖30元左
右，光五六月份一季虾就收入了2万多元，下
一季虾马上就上市了。”吴桂有笑着说，“过去
单纯种稻，效益不好，净‘瞎忙’，一年四季手
头紧；现在跟着‘忙虾’，有钱进账不发愁！”

沈庄村是桐柏县最早发展小龙虾养殖
的专业村。目前全村发展“虾稻共作”面积
1600 余亩，带动 100户贫困户发展“虾稻
共作”面积300余亩。

市场建在田头，小龙虾销路不愁。每
天早晨，沈庄村乡间公路上，停着从各地赶
来的购销车辆。“桐柏的小龙虾体型大、颜色
鲜亮、肉质饱满，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来自
湖北广水的商贩杜六隔三岔五都会跑来买
上十几筐。

桐柏县位于千里淮河的源头，境内
河流众多，沟渠纵横，生态优良，素有“鱼米
之乡”的美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小龙
虾繁育、生长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近
年来，桐柏县委、县政府立足自然优势，通

过大力推广“虾稻共作”、生态循环经济发展
模式，促进农民增收，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以前，每年水稻收割后，水田长时间
闲置，土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益很低。而‘虾
稻共作’模式，有效破解了农民种粮不增收
的难题，实现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一稻
两虾’。”桐柏县小龙虾产业发展办公室负
责人岳金树说。

“稻虾共养共生，不光虾卖得好，生态稻
也比一般稻田的稻米金贵得多，价格上高出
不少呢！”杨广州指着身后的虾稻田说。

养虾有“稻”，致富有方。为支持小龙
虾产业发展，桐柏县成立了桐柏淮河源小
龙虾协会和玉皇小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等
合作经济组织，为养殖户提供技术培训、生
产资料供给、销售等一体化服务，与此同
时，整合资源，注册了“淮河源”小龙虾品
牌，申请了有机产品认证；建成“淮河源”小
龙虾水产市场，由协会对接郑州、武汉等市
场，让农户足不出村卖掉小龙虾。

虾稻共作“钱景好”，水田变成“聚宝
盆”。目前，桐柏县小龙虾产业遍地开花，全
县5000余人从事小龙虾生产，养殖面积超
过2万余亩，年产量5000吨，产值达2亿元。

“稻在水中长，虾在稻下游”，这一动一
静间，交织出桐柏乡野和谐灵动的图景，衍
生出无限“钱景”。③5

从“瞎忙”到“忙虾”
——“出彩河南干中来”驻地记者交流采访系列报道

在历届获奖的235个企业中，培育
出高新技术企业 68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 143 家、上市挂牌企业 23
家，其中在“新三板”挂牌企业11家

235
个

出郑州，往南一路行驶 300 多公里，

便来到山水环绕的国家级贫困县——桐

柏。这里，绿水镜湖映碧空、绵云薄雾绕

青山，景色美不胜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桐柏最大的优势、最大的财富、最大的潜

力，而通过学习借鉴，推广“虾稻共作”模式

则是彰显优势、挖掘潜力的生动体现。从

过去“瞎忙”到现在“忙虾”，农户生产生活的

变化恰恰印证了“虾稻共作”是当地脱贫致

富的正确之路。适合的才是最好的，脱贫

攻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在于因地制宜

精准选择适合的发展路径。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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