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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10 月 15
日，记者从商丘市发改委获悉，在近日省转型发展攻
坚小组办公室通报中，2018年度商丘市转型发展攻坚
工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三大改造”、创新引领、产业
集聚区建设、重点产业等主要指标居全省前列，整体
工作综合考核以90.55分的总得分，位居全省第一。

近年来，商丘市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省
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的主
线，全面提升产业层次和产品档次，把先进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全力推进转型发
展攻坚工作。

制定政策措施。制订出台了《关于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实施专案》和《2018年全市转型发展攻坚工作方
案》等文件，重点加快创新引领，着力发展先进制造
业、高效种养、网络经济等产业。

推进“一去三改”。持续化解煤电行业淘汰落后
产能，加快关停落后煤电机组。在省政府组织开展的
2019年河南省智能制造观摩点评活动中，商丘市蝉联
小组第一名。

强化创新引领。目前，商丘市建成国家级研发平
台 10个，省级研发平台近 100个，省级高新开发区 4
个，各县区围绕主导产业建成了13个“双创”综合体项
目，实现产业集聚区全覆盖。

推动产业集聚区提质增效。围绕“4233”奋斗目
标，持续实施“二次创业”工程，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
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推动服务业“两区”提质升级。目前，10个服务
业“两区”全部晋星，近年来各项工作走在全省前
列。6

商丘市2018年度转型发展攻坚工作

综合评价考核位列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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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通讯员 韩
丰）10月 10日，记者从夏邑县林业中心获悉，在近日
《人民日报》公布的“全国绿化模范单位”中，夏邑县榜
上有名。

三年来，夏邑县绿化投资2.8亿元，建成区绿地面
积 1573.4 公顷，绿化覆盖率达 43.85%，森林覆盖率
20.1%，林木覆盖率达 25.65%，已形成“道路林荫化、
农田林网化、乡村林果化、城市森林化”的绿化格局。

据悉，我省同时获此殊荣的还有汝州市、荥阳市、
南乐县、三门峡市湖滨区、汤阴县。6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通讯员 沈
志远）金秋十月，叠翠流金。湛蓝的天空、碧绿的河
水、整洁的道路已成为睢阳区的主色调。行走在大小
街巷，经常可见群众在主动清扫垃圾、清除“牛皮癣”,
许多店铺开门营业的头件大事就是打扫店内和门前
卫生。

“‘两城’联创是政府的大事,也是我们的大事,环
境好才能大家好。作为一名市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不乱丢乱放垃圾就是对创建工作最大的支持,也
是我们应尽的责任！”香君路店主告诉记者。

这只是该区大力推进“两城”即全国文明城和国
家卫生城联创工作的一个缩影。

当前，“两城”联创工作正处于攻城拔寨的关键时
期，该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建理念，把创建工作
作为一项事业、一份荣誉和责任抓好落实，各街道办
事处、各职能部门集中精力打好背街小巷、老旧小区、
七小门店、农贸市场等歼灭战，拉出问题清单，逐项逐
点歼灭；巩固清零成果，紧盯旱厕、黑臭水体、大面积
垃圾等一票否决项；开展“回头看”，对城中村、城乡接
合部、市政设施、道路绿化、七小门店等排查出的问题
整改提升，严防问题反弹，区主要领导坚持亲自上阵、
亲自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各单位一把
手深入一线，现场解决创建中存在的问题，敢于碰硬、
立查立改。下一步，该区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进一步宣传发动、全面动员，推动“两
城”联创工作向纵深发展，努力提升城市管理水平，践
行初心和使命，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进一步增强。6

为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增强青少年国防意识，
日前，柘城县人武部会同县教体局等军地相关部门举
行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图为胡襄镇第二初级中学
学生在学习轻武器射击知识。6 张超 摄

睢阳区

推进“两城”联创
让群众生活更幸福

新型经营主体，是振兴乡村产业的骨
干力量，也是发展特色农业的活力因子。

鼓励引导农户通过联耕联种、土地流
转等形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扶持发展农
业合作社，让更多技术能手和经纪能人脱
颖而出……宁陵县通过创新经营模式，提
高规模效益，为农业的提质增效打下坚实
基础。目前，宁陵县共流转土地13.6万亩，
共成立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社862家。

“过去我们都是按照老传统种菜，很
辛苦，就是不赚钱，现在入了合作社，种有
技术员指导，销有合作社负责，啥都不用
操心，关键是收入增多了！”孔集乡富贵多
种植合作社花菜种植户马缠菊感慨地说。

通过农业合作社，宁陵“三宝”之一的
白蜡杆也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畅销国内外
市场。

在中阳白蜡杆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生
产车间，记者看到数十名工人正在紧张工
作，一条条洁白柔韧的白蜡条仿佛有了生
命一般，在他们灵巧的手中自由穿梭，不
一会就变成了一个个精致的花篮。

宁陵产的白蜡条杆通体洁白、光滑柔
软、木材坚韧、富有弹性，既有欣赏价值又
有使用价值。以前白蜡条工艺品的订单
稀散、销路受限，自合作社成立、实行统一
管理以来，情况有了很大改观。许多国外
客户都主动联系，订单络绎不绝，现在产
品已经远销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

中阳白蜡杆种植专业合作社董事长
张英自豪地说：“合作社还带动了 1500余
户农民共同致富，昔日被当做柴火用的一
年的杆梢部，现在也被卖到了 3.5元一斤，
给了农民实实在在的收益。”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武月 王砺石

“今年的辣椒收成好、价位高、好销售，
不用发愁就直接卖到厂里边去了。”10月 22
日，正在分拣辣椒的村民郝秀英谈起收成，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一共是 1008元，拿好这 1000，我再给
你 8块。”郝秀英将满车的红辣椒运到村里，
由辣椒厂和合作社集中收购。

柘城县慈圣镇陈阳村种植辣椒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90％的人都种植辣椒，种植面
积达1000余亩，产量达到50万斤，依靠多年
的经验积累，品质逐年提高，被农业农村部
命名为“一村一品”示范村。

为了对种植户进行统一的管理，真正达
到增收致富的目的，陈阳村组建了两个辣椒

种植合作社，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发展辣椒产业。合作社不仅为农户提供

技术指导，还积极打通销售渠道，确保农户
收益。

陈振密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今年 30出
头，虽然年纪不大，却已经有十多年的辣椒
种植经验，自家的辣椒种植从十几亩发展到
现在几十亩。

陈振密告诉记者，现在种辣椒和以前不
一样了，有了合作社的带领，滞销风险小多
了，四川、重庆的椒商都是上门收购，农技师
还经常到田间指导，技术也有了保障。

慈圣镇陈阳村依托辣椒产业链条发家
致富的“椒农”“椒商”比比皆是。

位于陈阳村的三樱汇食品有限公司是
从事辣椒深加工的扶贫车间，董事长陈传魁
一直在上海做辣椒的深加工。2017年 6月，
政府向其抛出橄榄枝，他便返乡创业。

该公司主要从事生产本地特色农产品

“三樱椒”的深加工，年加工干辣椒系列产品
2000余吨。公司现有员工53人，其中 47人
是贫困户，有效带动了周边贫困家庭就业和
脱贫。

“自从公司的辣椒酱进入博鳌论坛以
后，也把陈阳村的辣椒品牌带了出去，现在
通过‘一带一路’销售到周边的 100多个国
家。”陈传魁说。

陈阳村是柘城县辣椒产业兴旺发展的
一个典型村，也是柘城县一批富裕村的缩
影。目前，柘城全县辣椒种植面积常年稳定
在40万亩，交易额达100亿元，全县有15万
人从事辣椒种植、加工等相关产业。

辣椒产业已然成为柘城县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火红”小辣椒铺就了
椒农“红火”的致富路，也映红了村民一张张
充满希望的笑脸。6

小辣椒铺就“红火”致富路

辣椒喜获丰收 宋华健 摄

夏邑县跻身
“全国绿化模范单位”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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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进校园

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

畜也……农业向来是宁陵县发展之根本。近年来，66万宁陵人在

豫东大地上勤奋耕耘，不仅在金色麦浪中迎来一次次丰收；同时，宁

陵乘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东风，高歌猛进，特色农业遍地开

花，经营模式不断创新，产业在互动中逐渐融合。

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立足比较优势，
因地制宜发展优势农产品，宁陵特色农业
遍地开花。

中原酥梨看宁陵，宁陵酥梨数石桥，
石桥酥梨当数刘花桥。

金顶谢花酥梨是宁陵县的主导水果
产业之一，距今已有 700 多年的栽培历
史。目前，已形成以石桥镇刘花桥村为中
心的酥梨生产基地 10余个，种植面积 22
万亩，产值达10亿元。

10月 10日，在宁陵县金桥酥梨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刘静学正在将一筐筐梨装
箱、运送。记者发现，这里的梨颜色不同、
果形各异，有的还散发着浓烈的香味。他
告诉记者，自己家承包了 400 亩梨园，除
了传统的金顶谢花酥梨之外，还种植了玉
香蜜、中华玉梨、中梨 4号等十几个新品
种。

品种更新了，销售方式也随着时代在
改变。近年来，宁陵县以“互联网+特色农

业”为抓手，积极拓展农业“电商”。据不
完全统计，宁陵县专业销售酥梨的网店有
82家，微商专业销售酥梨的多达 1600多
个。其中在家务农和在外工作的业余微
商更是多达 5000 多个。每年 9 月至 11
月，宁陵县快递公司每天都处于爆仓状
态，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推
进了农业转型升级。

“我们家的富硒甜瓜使用的都是益生
菌发酵鱼蛋白，不用化肥，口感特别好，这
些都是通过快递寄到外地的。”孔集乡鹏
飞富硒甜瓜种植基地负责人王鹏飞说道，
近年来，该合作社大力发展甜瓜种植，种
植早、中、晚熟富硒甜瓜70余亩，亩创收近
两万元。

除了石桥酥梨、孔集富硒甜瓜，宁陵
的葡萄、花生、蔬菜等农产品也发展迅速，
规模和质量都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宁陵
县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花生之乡、温棚葡萄
和温棚蔬菜生产基地。

宁陵在“农”字上下功夫，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以供给侧改革做好特色农业文章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融合发展，着眼提高农业
全产业链收益，努力做强一产，做优二产，做活三
产，这是宁陵特色农业的发展方向。

宁陵酥梨，浑身是宝。宁陵县延长酥梨产业
链，引进落地了金维果维、果源贡深加工企业，相
继开发了梨汁、梨醋、梨膏等酥梨系列产品；此外，
宁陵以梨树枝干为依托，开发了梨木餐厨用具、茶
饮用具等，既扩大了产品附加值，也让农民多了一
个稳定增收的渠道。

以花为媒，以节会友，旅游兴业，金顶谢花酥梨
日益成为宁陵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

“碎玉冰绡满枝头，香雪似海老树瘦。一江寒
露春带雨，万朵梨花尽娇羞”。每年 4月，宁陵万
亩梨园梨花盛开，梨花节开幕，全国宾朋齐聚宁
陵，共赏这“千树梨花千树雪”的梨乡美景。

金秋九月，是梨园收获的季节，一年一度的酥梨
采摘节更是把宁陵的酥梨产业推向高潮。四海客商
在这里品梨赏秋，洽谈订货，一个个纸箱内盛放着丰
收的喜悦，一辆辆汽车满载着梨农的希望驶向远方。

近几年，宁陵万亩梨园景区建成了皇家梨园、
贵妃园、御景园、百年梨树王、金顶阁、梨园六亭等
经典特色景点，形成了“春赏花、夏乘凉、秋品果、冬
观枝”的四季美景。

风过梨林飒飒响，鸟飞空中处处鸣。目前，中
国养老生态基地——宁陵梨花小镇正在建设中。
梨花小镇依托石桥镇万亩梨园生态资源，以梨花
梨园为特色产业链，致力于打造慢城生态小镇的
典范。预计梨花小镇建设完工后，年接待游客
300万人次以上，旅游综合收入25亿元以上，带动
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15000人以上。

漫步梨乡宁陵，传统意义的“农”字已悄然发
生改变。全县正通过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不断提升宁陵农产品的影响力和市场占有
率，力争做好特色农业这篇文章，创响一批“土字
号”“乡字号”特色
产品品牌。6

特色农业遍地开花

经营模式不断创新B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宋涛 三产融合初具规模C

梨果下晒五谷

梨农在为梨树授粉

孔集乡鹏飞富硒甜瓜基地吸
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

宁陵农民用白蜡条杆编织的
花篮畅销全国

逻岗镇农民捧着丰收的花生喜不自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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