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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汤阴县东南部的古镇

五陵，地处汤阴、内黄、浚县三

县交界，自古水路交通便利，商

贾云集。这里不仅有古朴的院

落、沧桑的故事和旖旎的风景，

近年的经济数字也十分亮眼。

2018年，全镇生产总值完

成 79721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8.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预

计完成 4506 万元，同比增长

8.6%；第三产业增加值预计完

成 42719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0.1%；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

成 1703万元，同比增长33%，

居全县第二。

光鲜数字背后，是不懈的

努力。近年来，五陵镇按照

“1234”强镇富民的总体思路，

结合实际、抓住机遇，以林果产

业、高油酸花生订单种植、自由

手工业为亮点，引领五陵经济

快速发展。

特刊│32

公元 586 年，隋朝在古

贤置县。后因地势低洼，县

城西迁，此地谓之故县，后改

为古贤。

公元 1103 年，南宋名将

岳飞诞生于汤阴，开精忠报

国之风，在宋、元、明三朝备

受尊崇。明景泰年间（公元

1450 年—1457 年），世人在

古贤镇南周流村，为葬在此

地的岳家先祖筑碑建庙，是

谓岳飞先茔。

过往千年，这里秉承武

穆之志，忠孝传家，古质厚

朴；且看今朝，古贤发扬“忠

诚、实干、担当、奉献”的汤阴

精神，以新型工业集聚区、特

色农业和“五风”建设为抓

手，自强不息，贤名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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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主引擎”跑出“加速度”

古贤镇位于汤阴县城东部，离县城11公
里。与西边的乡镇相比，这儿难以搭上产业
辐射的“便车”。要发展，得打造自己的工业
引擎。

汤阴县新型材料园区位于古贤镇新纵
二路北段，以包装材料、环保材料为主，目前
有 30余家入驻企业，是古贤镇工业发展的

“主引擎”。
“主引擎”要跑出“加速度”，“内功”必须

扎实。为此，古贤镇积极推动新型材料园区
基础设施建设。

2018年，新纵二路南延和工业三路建成
通车，污水处理厂正式投入运营，园区 5000
米管网整修完毕。2019年，古贤镇启动工业
三路东延和新纵三路建设，实现新型材料园
区与县产业集聚区接轨，吸引更多项目到古
贤落地。

数据显示，新型材料园区在建项目 4
个，总投资 4.7 亿元；拟建项目 2个，计划总
投资 2.35 亿元。重点跟踪对接洽谈项目 5
个，力争一年入驻不少于 2家企业的增长态
势。

“主引擎”一发动，镇里的税收就直起了
腰。目前，在新型材料园区中，年税收超100
万元的工业企业有5家，年税收超50万元的
工业企业有3家。

“今年上半年古贤镇工业总产值 2.8 亿
元，同比增长 16%。随着新型材料园区造血
能力不断加强，我们相信，未来的经济数据
会更加亮眼！”古贤镇党委书记崔文峰说。

特色农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如果说，新型材料园区是古贤的新亮
点；那么，特色农业则是古贤的先天优势。

汤河故道，水土丰美，宜林宜牧，古贤有
着悠久的农耕历史。

近年来，这里以“引龙头、扶大户、抓合
作、壮基地、兴特色”为发展思路，初步形成
了以优质蔬菜为主导，畜牧业和林果业为两
翼的发展格局。

——大力扶持优质品种。重点推广大
樱桃、牛奶核桃、核桃油等叫得响、卖得好的
优质农产品。这几年，古贤镇又以 302省道
两侧为中心，发展无土栽培、温棚水果等特
色作物种植，创建现代农业高效示范园，打
造优质林果长廊。

——积极规划特色产业基地。2019年，
古贤发展优质强筋小麦 20000 亩，樱桃林
800余亩，薄皮核桃林200余亩，种植露地菜
5000余亩，用农业“聚合力”打造规模效应。

——打通农产品供销链。2019年，古贤

村与邮政公司签订销
售协议，第一年樱桃的
销售金额达 10万元，实现果蔬种植“统订统
销”，未来发展十分看好。

“五风”建设打造生态宜居新镇

漫步于古贤镇，只觉街道整洁、乡风和
睦。路人碰面彬彬有礼，熟人寒暄热情诚
恳，处处可见幸福的笑脸，颇有忠义传家的
武穆遗风。

如今的古贤镇，不仅走上了产业发展的
快车道，还在打造生态宜居的新古镇。

严党风、抓政风、淳民风、正村风、美家
风。近年来，这里以“五风”建设为基，打造
人民安居乐业的新古贤。

目前，古贤镇组建了五风剧社，编排《庆
丰收》《丰收赞歌》《在扶贫路上》《扫黑除恶
三句半》《精准扶贫就是好》等剧目，在全镇
演出 18场；新建五风广场 3处；挖掘村级好
人好事500余件，评选村级榜样100余名。

2019年，古贤镇争取到7.5万元资金，为
9个村配备了文化器材，并建成村级新时代

文明
实 践 站 8 个 。
从此，群众休闲
娱乐、学习充电有了好去
处。

风气正了，环境也要“靓”起来。今年，
古贤镇春季造林 1727亩，新建 10亩以上的
庭院花园1处，3亩以上的庭院花园9处。他
们还准备投资 750余万元，用于办公场所提
质改造和集镇街道绿化。

生态宜居的新镇孕育出淳厚善良的人
民。近年来，古贤未发生一起非法上访，未
发生一起安全责任事故。土地违法占地量
全县最少，信访量化积分排位最低。

古质厚朴，贤名远播。古贤，这颗散落
在汤河故道的明珠，正用厚重的底蕴和蓬勃
的生机，谱写新时代发展腾飞的新篇章！

（郭婷婷 悦连城）

卫河两岸油菜花开卫河两岸油菜花开

改造提升街道靓丽

蔬菜大棚果满枝头

卫河两岸卫河两岸 醉美五陵醉美五陵
“扩量提质”夯实林果产业根基

近日，笔者来到位于五陵镇闫庄村的鹏
宇家庭农场。放眼望去，一派丰收景象：翠绿
的礼品西瓜吊在藤上，坠得瓜架有些弯；红彤
彤的桃子挂在枝头，如同盏盏红灯，随风摆
动，煞是可爱。

农场负责人王小鹏一脚踏进地里，弯下
腰，用粗糙的手掌抚摸着桃枝：“这是去年的
桃苗，种的时候齐腰高。才一年就比人高了，
现在挂满了果儿，今年一亩桃最少能收2000
斤。”说到这里，他咧嘴一笑，喜悦之情洋溢在
脸上。

这是五陵镇林果产业的一个缩影，林果
产业是引领五陵镇发展的一大亮点。

五陵镇濒临卫河，多沙性土壤，以盛产瓜
果闻名。全镇 60000多亩耕地中，10000多
亩是果园，有“豫北林果第一镇”的美誉。

根据“扩量提质”的发展思路，近年来，五
陵镇的特色农业取得长足发展。

——扩量做大底盘。通过土地流转等方
式，扩大林果种植面积；通过示范带动，引导
群众从事林果业。全镇新增林果种植面积上
千亩，新建百亩果园5个。

——提质发展观光采摘农业。五陵镇以
大宋村为中心，大力发展观光采摘农业，通过
采用新技术新品种，多个采摘园产业集聚效
应得到极大提升。

“未来，我们还
要建设冷库和水果贸易市场，把五陵镇
的林果产业做大做强。希望全省乃至全国人
民都能尝到五陵的鲜果！”五陵镇党委书记牛
文斌信心满满地说。

“联姻”鲁花
订单农业鼓起农民腰包

五陵镇水塔河二街的 600多亩良田里，
高高的玉米秆越来越少，绿油油的花生秧越
来越多。看着老乡们热火朝天地种花生，宋
海文觉着自己试对了路，心里美滋滋的。

宋海文是卫西瓜菜合作社的负责人，人
有点木讷，眼光却长远。他是五陵镇第一个
种高油酸花生的人，谈起这种花生的好处，老
宋打开了话匣子：“普通花生的油酸含量在
40%上下，而高油酸花生品种能到 75%以
上。花生的油酸含量高，榨出的油就更健康，
卖价也更高。”

经过了解，他发现山东鲁花集团有限公
司对高油酸花生需求很大，有成熟的合作模
式。鲁花集团为农户提供花生种子，收获之
后，以高于市场价0.8元/公斤，保底不低于 5
元/公斤的价格收购。

机不可失。2018年，宋海文的合作社与
鲁花集团签订协议，种了630亩高油酸花生，
当年就尝到了甜头——每亩收益高达 2300

元，比传
统 花 生 多
660元，比玉米更是
多了1000元。

见宋海文种高油酸花生发了财，乡亲们
也坐不住了，纷纷要求加入。2019年，五陵镇
高油酸花生种植面积一下变成5500亩。

据介绍，到 2020年，五陵镇的高油酸花
生种植面积将达到 20000亩，占到全镇耕地
面积的三分之一。

自由手工业盘活农村剩余劳动力

穿念珠、做项链、织饰品……在位于五陵
镇商贸市场的阿东饰品工作室内，女工们的
手指上下翻飞，几分钟后，一件由玻璃珠和细
线穿成的精美挂饰就诞生了。

这儿的老板娘叫石慧，今年33岁。来她
工作室干活的女工，全是村里得闲的大姑娘
小媳妇。

2011年，石慧成立阿东饰品工作室，通过
互联网，从浙江的饰品公司接单、购买生产原
料，再组织村里的妇女干活，计件算钱。

石慧说，这些手工活儿并不难，但需要时
间和耐性。目前，她在各村有十几个联络点，

500多名不定期女工。她们从联络点里取货，
到家里做活。“只要经常做，每人每月赚个
1000多元不成问题。”

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成生产力，是石
慧一直在做的，也是五陵镇党委、镇政府高度
重视、大力推广的。

“自由手工业的形式很好，既提高了农民
收入，也解决了劳动力闲置的问题。我们会
大力支持。”五陵镇党委书记牛文斌表示，下
一步，他们将把全镇划为6个区域，在各区中
心点设置工作间，实现妇女统一做工、产品统
一销售。

三大亮点搅动了五陵经济的一潭春水。
群众钱袋鼓了，农民的腰杆硬了，乡村越来越
美，乡风越来越清。今日的卫河古镇，正用实
际行动，谱写着“大美五陵”的新篇章……

（裴林勃 悦连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