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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的湖郑州的湖 •蝶湖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5月7日，记者获悉，省纪委监委、省
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省妇联日前联合印
发通知，决定在全省开展“清风正气 从家出发”家庭助廉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通过征集“廉洁齐家”家风故事、开展
“我手写家风”廉洁治家家规家训征集活动、开展“传承家风我
发声”音频故事征集活动、推出廉洁治家“最美家庭”等内容，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立家规、严家教、正家风，自觉做家风
建设的表率。

领导干部的家风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不仅关系
自己的家庭，更关系党风政风。省妇联有关负责人表示，开展

“清风正气 从家出发”家庭助廉活动，是在寻找“最美家庭”活
动基础上，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开展
形式多样的清廉家风建设活动，推进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
增强党性意识，将清廉从政与廉洁齐家有机结合起来，为党风
廉政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构筑坚实的社会基础。

“本次活动从讲齐家故事、立家规家训、强家教家风等方面
入手，创造性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形成注重家庭、注重
家教、注重家风的共识，推动各级涌现更多弘扬清廉家风的‘最
美家庭’，筑起反腐倡廉的家庭防线。”该负责人说。③6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韩浩 符浩

5月 7日，淮滨县桂花街道毛庄社区
的淮河滩上，十多位农民正散坐在田里采
收猫爪草，一挖一起一揪，个个动作娴熟。

“你可别小看了这东西！它能化痰散
结，解毒消肿，治疔疮肿毒、蛇虫咬伤，灵
验着呢。”75岁的台头乡台头村村民张久
芝乐呵呵地说，“俺们一大早就被接过来，
早晨、中午都管饭，坐着干活还不累，一天
能挣60块呢。”

“今年猫爪草丰收，现在正是采摘旺
季，一连半个月了，俺每天都要请十多个

人来帮忙。”这片地的主人杜景诗说。
野生猫爪草在淮滨境内广为分布，因

为经济价值高，上世纪90年代，该县王家
岗乡率先进行人工栽培，建起全国首个猫
爪草种植基地，亩产量达 100公斤以上。
淮滨县因此成为“中国猫爪草之乡”。脱
贫攻坚中，猫爪草种植被作为特色扶贫产
业发展壮大，全县猫爪草种植面积发展到
近万亩，1500余户贫困户因此增收脱贫，
猫爪草被称为“脱贫草”。因为与淮滨县
久日红猫爪草种植专业合作社签有订购
合同，种植户们并不愁销路。

作为淮滨县猫爪草产业“党建联盟+
产业联盟”下的龙头企业，久日红猫爪草

种植专业合作社采取“统一供种、统一技
术指导、统一购进农资、统一田间管理、统
一包装销售”的“五统一”模式，跟踪产前、
产中、产后管理，逐步完善了“合作社+农
户+标准+基地”的农业产业化栽培模式和

“科研+示范+推广”的科技助农服务模式，
带动大伙儿一起将猫爪草产业做大做强。

“我们县猫爪草产业‘党建联盟+产
业联盟’已吸纳相关企业（合作社）19个，
涵盖基层党组织 29个，共有 99名党员参
与其中。”该县猫爪草产业联盟理事长黄
国栋自豪地说，“小小猫爪草，富民大产
业。这淮河滩上长出的‘金疙瘩’，正引领
着我们脱贫致富奔小康呢！”③8

□本报记者 王延辉

东方既白，鸟鸣嘤嘤，新绿簇拥，蝶湖
携诗意浪漫“醒”来。

“这里风景美，干起活来也舒心。”5月
6日一大早，环卫工张险宇提着扫帚在蝶
湖附近打扫卫生，“俺得守好环境，让更多
人来欣赏美景。”

蝶湖位于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部，
东三环外，高铁绕行而过。因形状酷似蝴
蝶，又寓“蝶变”之意，故名“蝶湖”。这两
年，蝶湖“出落”得越发静雅秀美、楚楚动
人，成为网红“打卡地”。

蝶湖水面 800亩、蓄水 93万立方米，
与 750亩绿地、5400米水岸线组合，共同

构成了美丽宜人的蝶湖湿地公园。穿行
其间，宛如画中游：乔木灌木百余种万余
株，灌木地被 30多万平方米，有微山、有
花海，错落有致，曲径通幽，凝翠叠绿。“五
一”假期，郑州市民康辉特意带家人来此
游玩，爱美的小女儿探着脑袋闻石竹的花
香，他说，“看着孩子们赏景嬉戏，幸福感
涌上心头。”

“这里原有曹古寺水库，2014 年，在
潮河河道基础上，通过拓宽和疏挖建成蝶
湖。”负责滨河国际新城整体设计的总规
划师钱珂说，6年精雕细琢，才有了如今

“水在林中、林在城中、河湖交错、蓝绿交
融、万物共生”的生态环境。

好环境也是生产力。在蝶湖经历“美

的历程”的同时，湖东岸的滨河国际新城
也在“破茧成蝶”。

“中原国际交往区”“自贸资源重要承
载区”“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示范实验区”

“国际总部港”……这片16.77平方公里的
区域被赋予建设产研融合、智慧开放、悠
活慢居的未来科创城的使命。

“北通郑东、南达港区、西接主城，滨
河国际新城衔接郑州‘东强’‘南动’‘中
优’三大城市功能布局，其核心功能区是
郑州 32个城市建设核心板块之一。”滨河
国际新城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王志
强说。

立足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
滨河国际新城着力引入国内外 500强区

域总部，加速布局大健康产业组团、蝶湖
自贸总部组团、荷湖建筑业总部组团和中
关村高新技术组团。目前，已初步形成以
安图生物、驼人医疗等企业为代表的大健
康产业集群以及金融、建筑业产业集群，
中关村产业园、航天科技园已进入产业导
入阶段。

蝶湖湿地公园入口对面，一块 10个
足球场大的草坪引人注目。“这里将来会
建一座以高端商务、总部经济为主，高
310米的地标性建筑，与蝶湖胜景交相辉
映。”钱珂满怀激情地说，未来有最美的风
景。

化茧成蝶、翩翩于飞，一个湖与一座
城，正奋力演绎新的“蝶变”故事。③5

清风正气 从家出发

我省启动家庭助廉活动

破茧成“蝶”润新城

小小“脱贫草”富民大产业

蝶湖水域碧波荡漾蝶湖水域碧波荡漾，，是郑州市海绵城市示范区是郑州市海绵城市示范区。。⑨⑨33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聂冬晗聂冬晗 摄摄

灵宝市五亩乡渔村
层层叠叠的烟田，犹如
条条玉带，环绕山中，形
成一幅美丽画卷（5月5
日摄）。当地烟农抢抓
“ 农 时 ”, 开 展 烟 田 覆
膜。该乡共种植烟叶
1.6万亩，年产值 6000
余 万元，受益农户达
1400余户。⑨3
聂冬晗 段景波 摄

本报讯（记者 栾姗）5月7日，记者从省经济体制改革专项小
组办公室获悉，“首届河南经济体制改革十大案例”揭晓，入围案
例充分体现了我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落实、探索、创新的成果。

据介绍，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涵盖放管服改革、国资国企改革、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以及财税、金融和科技体制改革等领域。此
次评议旨在“及时总结和推广基层探索创新的好经验好做法”。

此次入围的经济体制改革十大案例分别是：河南构建招
才引智创新发展长效机制；我省强力推进人员编制“减县补
乡”改革；以“三个一”为引领，推进投资审批制度改革3.0版；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探索跨境电商“多模式综合监管”模
式；在全国率先实现政府隐性债务审计全覆盖，服务打好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郑煤机不断深化改革、坚持自主创新，
努力迈向世界一流；在全国率先推行企业登记实名验证，打造
公平有序市场准入环境；洛阳市实施“四个创新”、构建“四大
体系”，以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助推创新驱动发展；新乡市奋力
做好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加法”与“减法”；兰考县普惠
金融“一平台四体系”模式的探索实践。

省经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首届河
南经济体制改革十大案例”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出发，将问
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有的案例是对中央顶层设计的创
新性落实，有的案例是根据本地实际改革需求进行的差异性、
原创性探索，具有“全国率先”或“示范推广”特点。③6

我省首届经济体制改革
十大案例揭晓
具有“全国率先”或“示范推广”的特点

熊念兵拔起一株苍术，介绍苍术的
药用。⑨3 本报记者 李运海 摄

□本报记者 李运海

4 月 30 日，在光山县南向店乡五岳
村的一处山坡上，中药材苍术长势健壮，
迎风摇曳。

“苍术的根茎可以入药，也可以提取
消毒剂和植物精油，是治疗 2020年新冠
疫病方剂中不可缺少的一味药材。”山坡
的主人熊念兵拔起一株说，别看苍术个头
不大，除了能祛风辟邪、治病救人外，还在
山区扶贫中发挥了大作用，治愈了很多贫
困家庭的“贫困病”。

返乡创业大学生熊念兵曾经从事过
中药材的营销工作，后来在家乡流转荒山
荒坡种植苗木花卉。2010年，他开始在
林下试种南苍术30亩，没想到刨出了“真
金”，种出了市场紧俏货。他开始边育种
边扩大规模，探索南苍术的种植技术，扩
大种植面积。目前，他已发展南苍术原种
基地面积 475 亩、示范种植面积 1672
亩。他说：“南苍术一般是3年收获，一亩
地的年纯收入超过5000元。”

近几年，包括苍术在内的中药材需求

量快速增长，市场价格也随之攀升。河南
农业大学教授高致明说：“很多人想种苍
术，但是种苗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

作为中药材栽培专家，高致明一直致
力于苍术繁育技术的研究。他发明的“两
压育苗法”，得到苍术种植户的一致认可。

“通过这种方法，种子能与土壤亲密接触，
也不会播得过深，出苗率大幅提高。由原
来的每亩只能出10万棵苗，到现在能出50

多万棵苗。”高致明说。
育苗技术的突破，带来

了苍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信
阳市浉河区工商联主席张更
生介绍，浉河区已采用“两压法”
繁育苍术种苗近200亩，“目前这
些苗长势良好，到秋季可移栽种
植 3000亩。这些苍术苗主要供应急
需脱贫的山区农民。”

目前，全省苍术种植区域主要分布于
大别山、桐柏山和伏牛山一线的丘陵山
地。我省出产的苍术品质好、药用价值
高，是苍术中的上品。除供应国内需求
外，还远销东南亚和欧洲各地。

我省的苍术加工业也快速发展。
2018年成立的信阳大别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加大技术创新，从苍术等多种中草药
中提取纯天然植物消毒剂，填补了国内外
在该领域的空白。如今，该公司还自建苍
术种植基地 3000亩，形成了种植、加工、
销售的全产业链，并带动当地群众广泛参
与，在产业扶贫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熊念兵也一直在探索原种的培育与

扩繁技术。历
经 8年培育的新品种

“大别山苍术 1号”，2019年得到省中药
材品种鉴定委员会专家们的一致认可。
他成立了大别山苍术中心，签约建档立卡
贫困户 114 户 462 人发展中药材产业，
2019年均已实现脱贫。现在，他联合光
山县 10家农业经营主体，正积极筹建光
山县中药材联合体，要发挥大家的力量，
从苍术入手，大力发展大别山道地药材，
为产业扶贫、为乡亲致富，作出自己的贡
献。他说，现在党的政策好，只要经营对
路，山坡地上一定能念出致富真经。③9

小苍术治愈“贫困病”
——疫情防控之下看药材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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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中原内配与英国吉凯恩、德国莱茵金属合作，成为
全球高端活塞制造基地；隆丰皮草启动建设总投资70亿元的皮
革制造产业园，打造了“毛皮初加工—研发设计—终端制造—品
牌营销”的全产业链。在孟州市产业集聚区内，以“区中园”形式
规划建设了8个专业园区，产业发展集约程度进一步提高。

3月 10日，25.75吨西班牙 FACCSA工厂猪胸骨肉顺利
运抵孟州德众保税区进口肉类指定查验场，这标志着德众保
税区内陆口岸肉类产品进口业务正式开通。孟州市通过打造
B型保税、跨境电商、进口肉类口岸、进口动物皮张监管仓库4
个国家级开放平台，实现了一站式通关。

同时，该市还成功创建高新区、智能化示范园区和专利导
航实验区 3个省级创新平台和 3家院士工作站，全市有 23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 家企业成为国家或行业标准制定单
位。全市发展动力和活力进一步提升。

高质量发展需要产业带动，更要环境支撑。近3年来，孟州
市先后谋划实施城市提质项目81个，孟州黄河大桥开工建设，
环城水系全线贯通，集中供暖如期开通，101个老旧小区改造全
面启动，新建吉祥湖公园等游园绿地19处，城乡供水、污水处
理、垃圾治理一体化有序推进，新建、改造农村道路501.9公里，
去年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和“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孟州市将以对外开放和改革创新为引领，通过在更大范
围、更广领域利用好资源要素和产业集聚规模优势，加快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换挡提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孟州市
委主要负责人说。③6

（上接第一版）
经过近几年艰辛探索，答案明朗：即按照“五大发展理

念”，进行模式创新、技术创新、资金扶持发展蔬菜产业。
“把西瓜苗芽嫁接到南瓜苗上。第一，下针的时候要 35

度的斜角；第二，西瓜苗的秆必须在 1—1.5厘米之间。”在吕
潭乡运来种植专业合作社瓜菜育苗基地，负责人焦运来正在
给工人进行现场技术培训。

在此学习的吕潭乡林湾村村民林根说：“学会了嫁接技术，
自己用着方便，还能出去挣钱，一天能挣个三四百块钱呢。”

现在，老焦的育苗基地已培养了30多名成熟的嫁接技术
人员，每年可培育黄瓜、西瓜等优质种苗 2000多万株。全县
这样规模的现代化育苗基地已有12家。

为了强化科技对蔬菜产业的支撑和推动，扶沟县建立了
县乡村三级技术推广网络，培养了5200多名农民蔬菜技术人
员，并长期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蔬菜研究所等科研单位联
合，全力打造从种子种苗培育、蔬菜园区建设，到蔬菜深加工、
物流配送的全产业链条。

为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该县每年还拿出 6000万元，
对贫困户、带动贫困户务工的新型经营主体、种植大户等新建
的日光温室、巨型棚、钢骨架棚等，每亩分别给予 3万元、0.4
万元、0.3万元的蔬菜种植补贴。

目前，该县有千亩以上蔬菜园区 12个，百亩以上蔬菜园
区266个，蔬菜播种面积52万亩，年产量370万吨以上，产值
达46.8亿元。

“下一步，我们要在制定《扶沟蔬菜产业（2020—2025年）
发展规划》、筹办好首届中原蔬菜博览会的基础上，努力建设
国家级蔬菜现代农业产业园，全力打造‘中原菜都’，使扶沟蔬
菜品牌更响亮，让扶沟蔬菜走上更多家庭餐桌，出口更多国家
和地区。”扶沟县相关负责人表示。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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