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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省共有
38 个县（市、
区）荣膺率先
基本实现主要
农作物生产全
程机械化示范
县称号，总数
位居全国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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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凌 张建新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冯刘克 张宏怡）
2020年 2月 2日，从数字组合上来看，

“20200202”是千年一遇的对称日子，
中国传统也以“成双成对”为吉利。而
2020年 2月 2日（星期日）正好是休息
日，为满足群众在这一天登记结婚的
美好愿望，郑州市民政局 1月 13日下
发通知，要求各县（市、区）民政局、各
开发区民政部门在当天正常办公，合
理调配工作人员，认真做好相关服
务。平顶山市民政局也宣布，践行“民
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工作理念，各县
（市、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机关将在
2020年 2月 2日“加班营业”，新人可
以通过电话预约的方式提前预约，以
确保当天婚姻登记工作平稳、有序进
行。

众多网友表示，2020 谐音有“爱
你爱你”的意思，20200202 从中间分

开左右两边完全对称，所以 2020年 2
月 2 日被大家称为“爱你爱你对称
日”，且这天是农历正月初九，寓意长
长久久，中国传统还讲究好事成双。
在这种有着美好寓意的日子，想登记
结婚的新人肯定少不了。

“正是对美好生活有期待，群众才
会产生新需求，在‘一生一世’‘一心一
意’‘我爱你’等有着美好谐音和寓意
的日子里扎堆结婚。”郑州市民政局社
会事务处处长蔡旭尧说，“我们将提前
调试好婚姻登记系统设备，调配好工
作人员，全力保障好当天的婚姻登记
工作，让来办理手续的群众顺利实现
心愿。同时也提醒即将步入婚姻生活
的新人，对生活的美好期待无可厚非，
但更重要的还是双方的感情基础。感
情不够，切忌用好日子来凑。只要感
情深，哪天结婚都可以成为特殊的好
日子。”③9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郑州平顶山婚姻登记处
2月2日“加班营业”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 实习生 谢卓）
1月 13日，记者从省农业机械技术中
心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公布了全国
第四批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
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名单，我省汤阴县、
长葛市、濮阳市华龙区等 14个县（市、
区）成功入选。至此，我省共有 38个
县（市、区）荣膺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
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称号，总
数位居全国第三。

按照“十三五”规划，全国要建设
500 个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发挥标杆
引领作用，提升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
机械化水平。为支持全程机械化示范
县创建工作，2017 年起，我省利用省
级财政资金，每年支持 20 个县（市、
区）开展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试验示范，示范作物涉及玉米、花生、
水稻等，机械作业涵盖耕、种、植保、收
获、秸秆离田还田、烘干等环节。

2019年，全国开展第四批全程机
械化示范县创建评价活动。在各地择
优申报、省级初评推荐的基础上，经过
现场抽查、专家复评和网上公示，全国

156 个县（市、区）被认定为全国第四
批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
机械化示范县，我省汤阴县、上蔡县、
西华县、长葛市、镇平县、民权县、睢
县、宁陵县、孟州市、濮阳市华龙区、新
野县、临颍县、通许县、确山县等 14个
县（市、区）名列其中。

记者了解到，我省今年将继续深
入实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
进行动，加大示范县政策支持力度，加
强典型带动示范引领作用，加快推进
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
力支撑。③8

全国第四批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
程机械化示范县名单公布

我省14个县（市、区）成功入选

□本报记者 刘晓波 师喆

一 株 玫 瑰 花 能 带 来 多 大 的 收
益？在上蔡县邵店镇籽粒村，象征着
爱情的玫瑰花成了一个新产业，给村
民、村集体带来了财富。

1 月 9 日，记者来到籽粒村，室
外天寒地冻，河南省友大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的玫瑰花产品展厅内人声
鼎沸，挤满了前来订货的客商。自
上次参加第一书记产品推荐会、上
蔡特色农产品郑州展示会后，公司
生产的玫瑰花系列产品销路一直不
愁，很多顾客专门从外地开车来村
里买货。

“咋想起来种植玫瑰花呢？”记者
问道。

“玫瑰花深受女孩喜欢，受众面
比较广，耐寒，对土壤和水分要求不
高，更重要的是市场价值高。”老板朱
大勇是个 80后，短头发、眉宇间透着
一股敢想敢干的精气神。

种植玫瑰花做深加工的想法虽
好，但要落地生根，离不开省发改委

派驻上蔡县籽粒村第一书记孙文生
的帮助。“孙书记帮我协调用地，用第
一书记专项资金支持我建设标准化
玫瑰花生产车间，还帮我协调办企业
的相关事项，我只管安心生产就行
了。”朱大勇话语中充满了感激。

有了厂房和资金，朱大勇说干就
干。流转了贫困户 200 亩地种植玫
瑰，从山东引来了成套的技术和设备
迅速投入生产。玫瑰花瓣虽小，里里
外外都是宝。深加工后，1亩地能产
100-150 斤干花，每斤干花能卖到
600-700 元。玫瑰花瓣蒸馏出来的
水可制成玫瑰鲜花液，1瓶能卖 80多
元，再提取的纯露可做成化妆品，有
美白淡斑抗过敏的功效。残花败花
也不浪费，可加工成玫瑰酱、玫瑰酒
等系列产品。

玫瑰花“吃干榨净”，效益立竿见
影。去年产值 400万元，上交村集体
4万元，贫困户也得到了收益。“公司
除安排本村十几个技术工种外，剩下
十多个岗位全部安排贫困户，他们每
年不仅有近千元的土地租金，还可以
到种植基地采摘、锄草，一年下来务
工挣个七八千元不成问题。”朱大勇
说。

风起花落，触地生根，同样借助
第一书记的专项资金，返乡创业的
大学生刘振坤建设了 400 平方米的
蒲公英制茶车间。“一亩地一年可收
获五茬蒲公英，一茬 2000 斤左右，
如果只当药材卖，一斤只能卖两三
元。但制成蒲公英茶后，一斤却可
卖 150 元。”说起蒲公英的增值“密
码”，刘振坤说得头头是道。去年
11 月，500 平方米的蒲公英包装车
间已经投产，年销售额将达 800 万
元。

玫瑰花和蒲公英都是籽粒村“美
丽经济”的缩影，一朵花、一杯茶铺就
了籽粒村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之
路。第一书记孙文生驻村以来，在单
位支持下，制定振兴规划，建强班子
队伍，发展扶贫产业，培育文明乡风，
建设四美乡村，籽粒村已成为远近闻
名的先进村，村集体经济收益达40余
万元，贫困发生率从 2017 年底的
3.2%降到了目前的 0.72%，群众满意
度达到了100%。

做建筑生意的村民张兴国，见证
了籽粒村这两年发生的变化：以前路
上坑坑洼洼能“窝头牛”、垃圾满天
飞，现在各家都建起了小洋楼、楼上

楼下 Wi-Fi 电话，水泥路实现户户
通，亭台相依、小桥流水。“这都是孙
书记给我们村办的实事，听说他任期
马上结束了，我们村里的老少爷们真
不想让他走，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派
的好书记，我们准备一起去郑州，代
表大家强烈要求孙书记留下来。”张
兴国说。

“你给村民干一点点事，他们就
会千百倍地念你的好。”驻村任期临
近结束，孙文生还要帮朱大勇协调一
件“大事”，玫瑰种植基地距离上蔡和
汝南县城比较近，下一步要以玫瑰庄
园为依托，发展婚纱摄影、旅游观光
和劳动实践研学基地，“再帮他协调
废旧火车客车改造成景点，下次来你
们就可以坐在火车里赏玫瑰美景
了。”孙文生说。③9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秦川

“过去俺这儿有句俗语：杨梁村
见人‘亲’，来了不叫空着手走——晴
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如今实施

‘海绵村庄’改造后，家家户户建了渗
水井、铺了绿草坪，咱这建在沙土地
上的村庄真是大变样！”1月 13日，聊
起家乡的新变化，鹤壁市浚县善堂镇
杨梁村村民宋学胜十分兴奋。

他说的“海绵村庄”，是杨梁村为
改善人居环境，结合当地沙质土壤实
际，以治水、绿化并举实施的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程——通过在每家每
户建设渗水井、在村内主干道挖设渗
水池、在路边实施立体绿化，有效解
决了农村地区生活污水随处排放的

污染难题。
地处黄河故道、曾是省级贫困

村，长期以来杨梁村留给大家的印
象，是“道路坑坑洼洼，喝水含泥带
沙，旱涝靠天吃饭，收入基本没啥”。

“在杨梁村这样相对困难的地区
探索实施‘海绵村庄’改造，改变的不
仅是村容村貌，更提振了群众对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发展信心。”省
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派驻杨梁村
第一书记李建勋表示。

为了彻底拔掉穷根，李建勋带着
全村群众没少琢磨在沙土地里做文章。

“杨梁村有 2650 亩肥沃的沙土
地，并且气候条件良好。去年，我们

与河南丰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合作，
引入高油酸花生新品种豫花37号，向
全村困难群众提供低价种子并免费
上门指导，大家的种植积极性非常
高。”李建勋介绍，高油酸花生是指花
生脂肪组成中油酸含量超过 75%的
品种，具有营养价值高、耐储藏等特
点，其油酸含量甚至与橄榄油相当，
广受市场追捧。

刘国栓是杨梁村首批参与高油
酸花生种植的农户，“吃螃蟹”让他尝
到了甜头，“合作社以每公斤高于市
场价 0.2 元的价格收购我们的花生，
高油酸花生比传统花生品种1亩多收
入近600元呢！”

试种高油酸花生成功后，杨梁村
又流转土地 500多亩，扩大订单种植
规模。目前，该村高油酸花生种植面
积已达1200亩。

李建勋介绍，该村还向县、镇扶
贫办申请实施村集体产业发展项目，
投入 90万元建设卫星工厂，吸纳 40
多名周边群众就业，并利用项目租金
收益帮扶困难群众。2019年，这个集
体经济收入长年为零的村庄，首次实
现集体收入30多万元。

“去年种下的 700 株樱花树，今
年春天就要开花了，过几个月你再
来，杨梁会比现在更美。”李建勋信心
满满地告诉记者，“我们不仅要在沙
土地种出‘金果’，还要开出‘幸福
花’，打造一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
新杨梁！”③5

籽粒村长出“花经济”

沙土地变形记

扫
码
看
视
频

▲1月 14日，汝阳县行政
服务中心门前，来办事的群众领
到了当地书法家写的福字和春
联。⑨6 高山岳 李景堂 摄

▶1月 14日，宝丰县文联
组织10余名书法爱好者，到观
音堂林站大石扒村为村民义务
写春联。⑨6 何五昌 摄

书法送祝福

脱贫大决战·走在脱贫致富路上

1月14日，郑州市华润万家超市内，顾客在选购春节储备肉。1月14日—21
日，郑州市政府储备猪肉通过240多个商超、便利店进行投放。此次投放的储备猪
肉均为冷鲜肉，以保障春节期间市场供应。另外，1月17日—21日(农历腊月二十
三至二十七)，郑州市还将向市场投放新鲜鸡蛋和蔬菜。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政府储备肉投放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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