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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楼顶绿化变身空中花园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王冰珂
本报通讯员 巫鹏 石少华

郁郁葱葱的草坪、含苞待放的月季、紫
藤缠绕的凉亭……宝丰农商银行办公楼楼
顶花团锦簇，绿意盎然。“如今，空中花园成
了单位员工休闲放松的好去处。”6月 12日，
宝丰农商银行负责人告诉记者。

闲置屋顶变身“空中花园”，这是宝丰县
大力开展立体绿化的生动实践。

“创建园林单位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
态文明思想，落实省委省政府实施国土绿化
提速行动建设森林河南动员大会精神，巩固
园林绿化县城创建成果的具体行动，更是实
现我县‘六个高质量’发展中生态文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宝丰县园林化创建领
导小组副组长、宝丰县产业集聚区党工委委
员刘伟刚说。

近年来，宝丰县积极实施园林县城创建
工作，通过规划建绿、见空植绿、拆墙透绿、
依路建园等措施，深入挖掘城市绿化潜力；
为加快全县城市绿化建设步伐，更好地巩固
国家园林县城创建成果，加大文明创建力
度；为最大限度地拓宽绿化空间，增加绿化
面积，该县广泛开展了园林化创建进机关、
进企业、进学校、进军营等活动。在创建过
程中，该县充分利用各单位地面、墙体、阳
台、屋顶等，进行全方位绿化，掀起开展立体
绿化的高潮。

“城市‘楼顶绿化’是解决城市中心区缺
乏公共绿地空间，提高生态绿化效能的有效
途径。”刘伟刚介绍，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各
创建单位围绕“营造公园式生态办公单位”
的设计理念，因地制宜、结合各自实际，迅速
掀起“人人动手，美化家园”的创建热潮。该
县各单位按照垂直绿化的理念重点实施了
楼顶绿化工程，通过楼顶绿化，不仅提高了

庭院绿化覆盖率，还为单位职工增添了一个
休闲舒适的“屋顶花园”。

为做好楼顶绿化工作，该县积极宣传造
势。通过县融媒体中心和新媒体，全方位、立
体化地宣传园林化创建的意义，并通过成功
案例分析、展示效果图和现场参观等方式，让
各单位对园林化有了最直观的感受，也增加
了创建的动力和信心。同时，通过园林、绿
化、建筑等技术人员的专业指导，实现了“一
个单位一张蓝图，一个单位一个特色”的目
标。在实施楼顶绿化过程中，该县专门聘请
建筑专业人员，对施工人员进行了楼顶绿化
过程中的屋面防水和结构安全技术培训。

宝丰县委、县政府专门成立了园林化创
建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抽调专业人员组成督
导组，开展持续督导活动。在督导过程中，

及时对创建过程中的先进单位进行表扬，对
行动迟缓、推脱应付的单位进行通报曝光。
该县先后对 17家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进行
了媒体曝光，并责成这些单位的一把手通过
电视栏目进行表态发言。

在宝丰县民政局办公楼楼顶，草坪中间
用时令开花植物设计成了“中国民政”四个
大字，在中间则是民政标志。“我局结合民政
行业特色，工作元素融入绿化当中，达到了
空中花园的立体绿化效果。”宝丰县民政局
有关负责人说。

杨庄镇王铁庄小学位于城乡接合部，考
虑到学校经费和楼顶承重等问题，该校别出
心裁，把 PVC管挖开，在里面种上爬藤植物
和甜瓜等，并管内设计了浇灌工具，便于随时
浇水。该校校长焦全州自豪地说：“整个楼顶

都会被绿色覆盖，夏天室内也不会太热。”
该县司法局办公楼为高层综合楼，底下

三层办公，三层以上为居民居住。为修建空
中花园，该局打通楼顶通道，植上草坪，种上
了杜鹃、牡丹、红继木等花草。现在，在高层
居住的居民推开窗就可以欣赏花园美景，达
到了楼顶绿化、和谐共享的效果。

该县税务局按照县园林化创建的具体
要求，去年 12月份以来，共绿化面积 3816.6
平方米，其中楼顶绿化面积 450平方米，庭
院绿化面积 3366.6平方米，共种植灌木 373
棵，乔木 110棵，花卉 2030株，草皮 3274平
方米，围墙竹子2000余棵。

在园林化创建过程中，宝丰县做到了园
林化创建与党建元素相结合、与行业特点相
结合、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的“三结合”，丰富
了创建内涵。在绿化过程中，创建单位分别
实施了见缝插绿、破硬植绿、立体绿化、箱体
绿化等各种方式，特别是楼顶绿化，有园林
式、有花园式、有草坪式、有花箱式、有管道
式等，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取得了生态效益
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截至目前，宝丰县全县共有近 180家单
位参与园林单位创建工作。新栽各类乔木
18万余棵、灌木 4.1万余棵，栽种绿篱 7.3万
米，栽植草坪 18万平方米，其中参与楼顶绿
化的单位有46家，建设楼顶花园56个，新增
楼顶绿化面积近7万平方米。

“通过楼顶绿化，不仅丰富了空间的色
彩与层次，更进一步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
县城已基本形成了‘地面楼顶皆花园’的景
象。”宝丰县委书记、县长许红兵表示，该县
将在城市园林绿化的精细化上下功夫，打造
一批城市绿化新亮点。通过全面加强园林
绿化精细管理，不断提升城市园林生态品
位，着力为广大市民营造良好的生态环
境。8

本报讯（通讯员 王婉璐 宋小亚）夏季
是金银花的采摘时节，6月 12日一大早，汝
州市寄料镇徐庄村，几十个村民就开始忙
着采摘金银花了，百亩金银花竞相开放，香
气袭人。

“天一亮俺就来这儿干活了，趁着凉快
能多摘点。这要是搁以前，谁能想到在家
门口就能赚到钱呀！”徐庄村贫困户李玉珍
笑呵呵地说，“这儿的活不重，采摘一斤金
银花 5块钱，一天下来能拿到六七十块工
钱。”

“眼下正是采摘时节，用工量很大。光
是每天来采摘的就有 100多号工人，采摘
的技术含量不高，和李玉珍一样的贫困户
就有 20多个。”金银花基地负责人徐世勇
说。

现年 61岁的徐世勇，是当地远近闻名
的致富能手。2010年，在外打拼多年的他
回到家乡搞起了香菇种植。2016年，在外
地考察到金银花市场前景很好后，徐世勇
在寄料镇政府的支持下，流转土地 200 多
亩，投资 500 万元注册成立了世勇种植专
业合作社，主要从事金银花种植。

“金银花花瓣小，花期长，每年的5月到
11月均为采摘季节，等到金银花大面积开
放时，每天的用工量可达到 400余人，本村
人都不够用，杨楼镇、蟒川镇还有汝阳县的
人也都赶来加入采摘队伍。”徐世勇介绍。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金银花种植、采
摘、挑拣、烘干等流程一整套的技术，并且
和河南金百草中药材有限公司签有合作协
议，种植金银花不用担心销路。”基地的技
术员赵桂兰说，她原本是徐庄村里的贫困
户，2015年跟着封丘县农业局金银花种植
专家刘国良学习种植，学成后在这儿当上
技术员，一个月能挣3000多元，2018年，她
家也光荣脱贫。

“金银花经济效益很可观，去年采摘的第
一茬金银花干花卖到了260元/公斤，每亩地
产干花60公斤，每亩地的净收入5000元—
8000元。”徐世勇对金银花的销路很看好。

如今，金银花种植已成为村民的增收
主渠道，也成了徐庄村的支柱产业。合作
社通过“扩药、兴林、带种植、强劳务”的致
富路子，不仅解决了当地不少村民的就业
问题，还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8

本报讯（通讯员 孙聪利）日前，平顶山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5G战略合
作协议，将充分运用 5G技术开启平顶山市智慧旅游
时代。

据了解，此次共签署5项战略合作协议：平顶山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与河南优涵文化旅游集团、中兴通
讯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平顶山博物
馆、天瑞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郎山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与河南中兴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合
作协议。

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与河南优涵文化旅
游集团将深入分析梳理全市文化资源，认真研究市场
需求，推动文化资源宜游化，形成一批文旅新业态、新
项目。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将充分发挥 5G优势，
助力全市打造智慧旅游、智慧景区、智慧监管服务平
台，推动全市文化旅游行业的信息化管理、服务和营
销水平全面提升。平顶山博物馆、天瑞旅游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二郎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将与河南中兴大
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布设 5G 基站，开展试点工
作。8

本报讯（通讯员 孙鹏飞 巫鹏）6月 5日，平顶山
市首家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宝丰省级农业科技园
区揭牌仪式在河南康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举行。

据平顶山市科技局负责人介绍，农业科技园区是
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对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推进乡村
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挥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过地方推荐、专家评审、公
示等程序，宝丰省级农业科技园区成功通过省科技厅
认定，成为该市首家省级农业科技园区，主导产业为
生猪养殖和设施蔬菜，建设期为3年。

宝丰省级农业科技园区由宝丰县政府依托河南
康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设，规划面积 12000
亩，总投资 9600万元，园区建设划分三大板块：一是
生态设施蔬菜园区，建设日光温室30座、塑料大棚60
座、连棚温室 4座、自控温室 1座；二是生态种养殖循
环园区，建设30条“百亩田千头猪”生产线，1000亩的
核桃、油牡丹基地；三是三产融合示范区，利用种养殖
基地建设休闲观光、农业科普与多样化经济林木种植
栽培的生态园区。8

本报讯（通讯员 张旭长）“俺种的蒜薹每亩多产
了百十斤，这都是区里农业技术人员指导的功劳。”6
月12日，平顶山市湛河区荆山街道统张村村民张铁成
激动地说。

去年年底，湛河区在统张村开展“惠农三下乡”活动
时，张铁成在蔬菜种植专家的指导下，对自家菜地增加了
生物肥施量，改善土壤结构，今年4月，蒜薹丰产了。

近年来，湛河区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文化
育农、科技富农、卫生健农三下乡惠农实施方案，全区
各相关单位根据自身业务实际，定期到辖区各乡村开
展“惠农三下乡”活动，丰富辖区农民精神文化生活，
提升科学种养殖及创业能力，改善生态人居环境。

文化育农。湛河区宣传、文化部门成立“新时代
新思想宣传队”，借助各乡村群众文化活动广场，轮流
到各乡村开展文化宣传活动。通过定期以文化演出、
绘制文化墙等形式，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传播党的各
项政策。

科技富农。湛河区农业、科技等部门通过排查了
解，全面掌握各行政村的农业产业及畜牧养殖业布局
情况，并成立科技富农帮扶队，定期进行科学种养殖
宣传，推广农业致富项目，提供科技创业帮扶资金，助
力辖区农民走上科学致富路。

卫生健农。把农民个人卫生健康与乡村环境卫
生整治结合起来，定期组织辖区医护人员到基层为居
民建立健康档案，组织体检、义诊活动，开展健康知识
讲座，培养辖区居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据统计，去年以来，湛河区共开展“惠农三下乡”
活动170余起，直接受益群众40000余人。8

6月 10日，游客在舞钢市枣林镇安寨村北的旭超
果蔬专业合作社富硒西瓜地里采摘西瓜、乐在其中。
近年来，枣林镇安寨村引导村民种植西瓜，走产业化、
规模化道路，并通过举办采摘节及“最大西瓜”“最甜
西瓜”比赛等，让西瓜已成为村民名副其实的“甜蜜事
业”。8 陈焕杰 摄

本报讯（通讯员 乔培珠）风调雨顺，仓
廪俱实。6月 12日，在叶县任店镇高营村，
叶跃峰看着仓库里近 3000 吨富硒小麦喜
上眉梢。

“今年是个丰收年！我自己流转的1500
多亩和托管4500多亩土地，种植的都是订单
富硒小麦，亩产在1000斤以上。”叶跃峰说。

今年 45岁的叶跃峰是全国种粮大户。
1997年，原本做粮食经销生意的他回村承
包了 100 亩土地开始种粮。经过多年摸
索，他“藏粮于技”，通过配方施肥、秸秆还
田、选育良种、科学管理等手段提高粮食产
量，提升粮食质量。

“因为有农机购置补贴，今年我买了24架
飞防无人机。‘一喷三防’的关键时刻为全县10
万多亩小麦进行了飞防植保。”叶跃峰说，科技
的进步让种粮不再是单纯的“体力活”，他们这
一代新农人更多的是“动脑筋”让粮食产量更
高、品质更好，而且更加绿色环保。

20多年的种粮经验让叶跃峰俨然成了
种粮上的“老把式”。2010年，他成立叶县瑞
鑫种植专业合作社，为1000多户社员统一购
种、统一配肥、统一培训技术、统一种植管理、

统一产品销售。2014年，叶跃峰注册“平瑞
园”商标，并成功申请无公害小麦认证。

“这 6000多亩富硒小麦是优质强筋小
麦，市场紧俏，早就定好了买家。”叶跃峰
说，经过多方考察，种植前他就已经同河南
硒香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种植销售
合同，该公司保证以每斤高于市场价一毛
钱左右的价钱收购。

今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每斤 1.12 元，叶
跃峰以每斤 1.2 元的价格将入社农户的小
麦全部收购进仓，平均每亩帮助农民增收
100多块钱。

“不仅仅是这些，等合作社生产的绿色
富硒小麦面粉卖到上海，差不多可以卖到
每斤 1.5元左右，到时候还会给社员分红！”
叶跃峰说。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叶跃峰对粮食
生产有着浓浓的情怀。他说，不管种植结
构如何调整，总要有人种粮食，扛起粮食安
全这个担子。“今年试种了一部分富硒玉
米，还上马了一条 5万只鸭的生产线，产生
的鸭粪制成有机肥上给粮食，发展循环农
业。”叶跃峰对粮食生产满怀信心。8

平顶山

5G开启智慧旅游新时代

平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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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多亩订单小麦丰产丰收 汝州：金银花里产“金银”

“空中花园”郁郁葱葱、风景如画

近年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十矿积极探寻“智慧+绿色”发展新模
式，激发矿山生机与活力，一方面围绕智慧矿山建设，实现综采工作全
面智能化，倾力打造 400万吨级安全高效样板矿，全面走好高质量发
展之路；另一方面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科学发展，扎实推进环境保
护工作，踏实绿色环保之路。8 张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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