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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通讯员 崔新娟）“只要生
产出来，就不愁销路。帮扶中的产销对接，让俺吃了
定心丸，能甩开膀子加油干。”9月 2日，蓝天白云下
的温县武德镇花园头村，村党支部书记程国民正指
挥群众往小型货车上装变蛋、粉条、粉皮等土特产。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温县紧盯“返贫”“骤贫”
“临贫”任务，建立“返贫预警、骤贫阻断、临贫先防”
机制，切实阻断扶贫“沙漏”，夯实稳定脱贫基础。

花园头村是省定贫困村，2019年贫困户全部脱
贫摘帽。铁棍山药、鸡蛋、粉皮等土特产品生产，为
贫困群众奔向小康生活铺就了康庄路。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产业产生一定冲击。“一
旦产品滞销必然增加返贫风险。我们企业是县扶贫
办‘返贫预警’合作单位之一，除提供就业岗位外，还
应做好产销对接。”河南香曼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杨
冠军说，仅疫情期间，公司就帮助花园头村销售土特
产品十余万元。

产业稳解返贫忧。在战“疫”战“贫”两条战线
上，温县组建了返贫预警服务保障机构，通过优先摸
清需求、优先产销对接、优先组织输出、优先开工复
产等举措稳住贫困村产业、贫困户就业。

招贤乡郑庄村76岁的张居信曾是贫困户，这两
年通过养牛、种山药于去年顺利脱贫。可今年 6月
23日晚，家里意外发生火灾。“火灾发生后，张居信
的帮扶责任人王吉聪与人保财险温县支公司联系赔
付事宜。保险公司第二天就派人前去勘查，积极理
赔；民政局按照临时救助政策，向张居信发放了救助
金。”温县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说。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薛迎辉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王冰珂）从穷山沟到网红点，从昔日无人问津，
到如今人流蜂拥而至。在脱贫攻坚中，鲁山县以沟
域经济为抓手，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在富民增收的同
时，也推动了全域旅游。

9月 5日，走进四棵树乡张沟村，在河南伟富实
业有限公司的一体化柞蚕丝绸基地内，游客们络绎
不绝。这里不仅可以观看缫丝、织造等整个生产流
程，还能亲手体验这些工艺。

“从柞蚕养殖、煮茧缫丝、打纬刷经、织造炼绸到
手工缝制等，我们已形成了完整的柞蚕养殖、加工、
销售产业链。”该村党支部书记许建军说。目前，柞
蚕一体化丝绸加工、生态黑猪养殖和农家乐经营，已
成为张沟村的三大产业。

翠竹潇潇，临轩作画，邻村黄沟的“自助式农家
院”别具一格。“这里不仅有老式家具，厨具和卧室也
配套齐全，图书室可以休闲阅览。周末约上朋友来
这里，有老家的味道，又尽享田园生活。”漯河的游客
王先生很是满足。

“没想到把老房子改造成自助农家院后，这么受
欢迎。”平顶山市教体局驻黄沟村第一书记陈京玉介
绍，下一步村里将在运营好第一批 3所农家院的基
础上，今年再建7所农家院，争取3—5年内，发展30
座农家院，形成规模经济。

你有自助农家院，我有精品高端民宿。在团城
乡花园沟村，“清水源山居”高端民宿，让游客体验了
一把“山村别墅”和世外桃源的生活。16间客房更
是一房难求，最少要提前一个星期预订。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刘华山 滑清泉

金秋时节，香飘四野。
22年来，肩负着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使命，驻马店把一届又一届中
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办
得有声有色，办成了一个全国目前
唯一以农产品加工为主题的“5A”
级展会，一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
国际性盛会。

盛会因城市而闪亮，城市因盛
会而精彩。踏着承办中国农加工投
洽会的节拍，驻马店有形的变化越
发精彩、无形的变化更加深刻：一举
创成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成功跃居GDP总量
全国百强第 98位，全国城市品牌百
强榜第 80位、全国城市传播百强榜

第 75位，“3个全国百强”让驻马店
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底气更足；62个
农业产业化集群、1680家农产品加
工企业，点亮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未来。

22年来，代表驻马店的产业名
片从泌阳花菇、平舆芝麻、西平小麦
等原材料产品，到今天的今麦郎、徐
福记、君乐宝、鲁花、恒都等精深加
工产品，从中州油库、芝麻王国到

“中国牛城”“中部奶都”，驻马店正
从“中原粮仓”迈向“食品工厂”。

22年举办中国农加工投洽会，
驻马店成功迎来我国首个中国国际
农产品加工产业园的落子兴建，目
前，产业园正按照“全国一流、世界
领先”的标准，朝着打造现代农业硅
谷、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标杆示
范园区，奋力冲刺。

花香引“蝶”来，硕果满枝头。作
为国内外知名的玉米加工领军企业，
河北玉锋集团将在产业园投资46亿
元建设金玉锋大健康生物产业园，努
力在玉米精深加工这片广阔沃土点
种生金，打造“玉米王国”。伊利集团
来了，斥资近 30亿元投建规模化示
范性牧场和智能化乳制品加工厂，打
造世界一流的高端乳制品产业集群
基地。五得利集团来了，将在这里打
造世界领先的面粉生产基地。

至今年 5 月底，国际农产品产

业园成功签约 11个重大产业类项
目，合同总投资 168.6 亿元；签署 4
个战略框架协议项目，合同总投资
69.6 亿元。其中总投资 20 亿元的
克明食品产业园等项目已经试生
产，总投资 11.5 亿元的五得利集团
日处理小麦5000吨面粉生产项目，
计划年底主体完工。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农产品
加工业赋能加力，有力带动农业“接
二连三”，拉长产业链条，不断提高供
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李凤虎

8月28日上午，在郑州市郑东新区
商都路办事处普惠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社区党群议事会正在进行意见反馈。

“小区停车场协调得咋样了？”有
居民代表问。

“有关部门已立项，规划了近千个
车位，以后咱们再也不用在路边抢车位
啦!”普惠社区党支部书记党冰答道。

停车难问题得到解决，社区党群
议事会起了大作用。

由于卢浮公馆小区配套停车位不
够用，一些居民只好把车停在路边。去
年1月份以来，普惠社区党支部召集社

区党员、居民代表、物业管理人员以及
相关单位，先后召开5次社区党群议事
会，专题研讨停车难问题。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小区对
面医院能不能允许夜间临时停车？”“能
向交警部门申请增加小区周边的临时
停车位吗？”“小区周边有一个规划游园
尚未施工，可否利用游园空地建一个停
车场？”议事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为解决这类“天大小事”积极建言献策。

“在尚未施工的游园空地建停车
场”，这个建议在议事会上达成共
识。普惠社区党支部积极向办事处
和相关部门申报，多个部门前往实地
调研，最终同意并立项，将尚未施工

的游园空地增建一个大型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建成后，可以满足普惠社
区几个小区的停车需求。

“社区党群议事会具体做法是由社
区‘两委’提议，通过相关单位商议、党
员和居民代表会议决议，对所提议题进
行研讨，集体研究形成民主决议。”党冰
说：“党群议事会是一个居民发表意见
和建议的平台，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
办。”目前，通过党群议事会已解决10
余个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老龄化进程加快，养老问题一直
是社会关注的重点。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咋办得更好，硬件设施咋进一步
完善？在普惠社区党群议事会上，居
民们热烈讨论。

75岁的刘阿姨独自一人居住在
普惠社区，儿子常年在外地工作没法
照顾她的生活，她就选择到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养老。
“在社区养老中心，像刘阿姨这

样的‘空巢老人’有好几个。”普惠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汤璇说，现在

“空巢老人”越来越多，结合居民提出
的建议，我们采取以社区为依托，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养老服务机
构，在不改变老年人住所的情况下，
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应的养老服务，使
老人可以安心地居家养老。

成立驻区单位联合党委、非公企业
和社会组织党委；引进托幼服务机构，
解决“双职工”育儿难题；完善网格长、
楼栋长、单元长“三长”联动机制……如
今，郑东新区围绕做强街道社区党组织
这个轴心，逐步形成居民自治、多方参
与、协商共建的小区治理新格局，解决
了一批居民“急难愁”问题，社区居民
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日益提升。③4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李昊

老邱终于回到了自己“阔别已久”的玉米田。
一望无际的田野里成排的玉米笔直挺立，青翠茁壮丰收在

望。“照这个长势，1亩地能收1500斤。”9月4日，老邱告诉记者。
老邱名叫邱守先，是商水县张庄乡南陵村的种粮大户。

自从流转承包的2100多亩地完成高标准农田改造，在家就能
实现“云种地”的他就很少出现在田间地头了。

如今，时隔两个多月重返庄稼地，老邱心中满是对丰收的
期望。“临近秋收，不下地看看，俺这多年的老把式心里直痒
痒。”邱守先笑着说。

“其实根本用不着去瞅，他种的地太‘聪明’了，旱能浇，涝
能排，大小农活全包了，根本不用愁产量。”商水县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祁勇说。

“点一点屏幕就能排查干旱地块，划拉两下手机田里就会
自动浇水、施肥，不出家门就浇完了2100亩地。”邱守先感叹，
以前种地耗工费力，现在依靠高标准农田配套的现代农业设
施，光人工费1年就省了几十万元。

老邱所说的不过是高标准农田众多“不可思议”之一。除
了之前所提到的智能灌溉系统，老邱的田里还配有水肥一体
化、病虫害监测、农用直升机等多种“硬核”设施，为农户提供
数据监测、智能分析、田间管理等一系列服务。

大数据和物联网让粮食生产变得越来越有科技范儿，农
民种粮更轻松，粮食安全也更有保障。

“今年极端天气多发，病虫害、旱情连番袭来，不少农户粮
食减产，俺的2100亩小麦不仅亩产超过1300斤，品质更达到
了一级麦标准。”邱守先说，多亏有了这些现代农业设施，自家
小麦才能“逆势”生长。

同为商水县种粮大户，刘天华利用高标准农田便于规模化
生产的优势，联合全市 28家合作社成立了集种
植、管理、收储、销售、农机植保服务于一
体的综合性专业合作社，统一品种、
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拥
有农用直升机等农
机具600多台套。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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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天大小事”解群众所困

▲孟津县龙浩智能化农业园区，各种蔬菜、瓜果、花卉，有的生
长在墙壁上、有的生长在管道里、还有的生长在水里……其智能化
管理模式，吸引来大批观光客，成为新兴休闲旅游打卡地（9月 5日
摄）。⑨3 郑占波 摄

02│要闻

今日导读

9月 5日，现场观众参观河南主题展区。河南是2020年服贸会
11个主题省之一，主题展区以“河南创意 出彩中原”为主题，展示我
省有较高知名度、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旅游资源和创意产业发
展态势。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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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届中国农第二十三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品加工业

投资贸易洽谈会投资贸易洽谈会今日开幕今日开幕

服贸会河南省交易团

三代“活铁犀”一家治黄人

争做 河南人 03│要闻

▶淮阳县冯塘乡王井村农作物病虫害监测点为农户提供土壤墒
情、作物长势、病虫害实时监控服务（9月2日摄）。⑨3 蔡明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