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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县市张村乡大王庄村这个太行山下的普通小山村，何

以迅速成长为全国最大的酸辣粉产地，今年又克服了疫情影

响、冲击 10亿桶的惊人产量？从发展红薯种植、做大红薯市

场再到做强红薯产业，背后有3个关键人物，不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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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阳区 优环境激发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9月 29日，晨曦
初露，焦作市山阳区墙北安置小区
内，建筑工人们已经忙活起来。由区
属企业弘正置业公司承建的16栋安
置楼房中的 7栋已封顶，“年底能封
顶10栋，明年交房后2315户居民将
实现回迁。”公司负责人张涛说。

这是“政府主导、连片推进、科学
规划、打包融资、对接央企、让利于
民”的城中村改造在该区的生动实
践。

2016年年底，山阳区借助焦作
市南水北调绿化带集中征迁的东风，
将城中村分批打包，以市场竞争方式
引进银行资金，设立城中村改造基

金，破解了区级政府受土地、规划制
约造成的融资难问题，为全市新型城
镇化破题探路。

“十三五”以来，山阳区在强化
“硬”实力、优化“软”环境上下功夫，
着力打造城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新高地，持续巩固提升中心城区首位
度。

“多下打基础、利长远的笨功夫，
多做补短板、解难题、破瓶颈的硬活、
实活，以发展解决难题、以事业凝聚
人心。”山阳区委主要负责人说。

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该区用1
个月时间，完成了中心城区7个城中
村 3908 户 210 万平方米的征迁任
务；用 4个月时间完成了涉及 1600

余户 6200多人、被搁置 8年的南水
北调绿化带征迁任务；完成了涉及
14个村近500万平方米的大棚户区
征迁工作，腾出6000余亩黄金地块。

矿石开采曾在这座城市留下“疮
疤”，山阳区迎难而上，在全面消除地
质灾害隐患的基础上，实现了青山、
绿地、田园融为一体，在“城市裂痕”
上绣出了“生态之花”。

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上海蓝
城、河南置业等企业进驻，投资 120
亿元的李河碗沟文旅小镇、投资 40
亿元的黄龙山通航康养文旅产业园
等项目，正在形成近郊康养文旅新热
点。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张中坡 董振万）9 月 30日，在方城
县拐河镇敬老院，管护人员郭梅正
在给托养人员准备午餐。食堂门口
的每周餐谱，荤素搭配适宜。一天
三顿可口的饭菜送上餐桌、衣服脏
了有人洗、身体不适有人照料，在这
里免费入住的 61 位特殊贫困人员
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

方城县是省级扶贫开发重点
县，截至 2019 年年底，全县 109 个
贫困村全部脱贫退出，绝对贫困问
题得到历史性解决。随着脱贫攻坚
深入推进，方城县通过全覆盖、网
格化、地毯式入户走访，摸排出建
档立卡贫困户中特殊贫困重度残疾

人员、特困供养人员、重症慢性病
人员、孤儿、失能半失能人员、孤寡
老人等“六种情形”人员 12280 人，
这些人中大多是失能半失能人员，
成为脱贫工作的难中之难、重中之
重。

脱贫攻坚中，如何攻下这最难
啃的“硬骨头”？方城县相关部门密
切配合，同向发力，瞄准因病因残、
因缺劳动力致贫“症结”，探索出了
村级幸福大院集中托管、乡镇敬老
院集中供养、社会福利机构集中托
养、医养结合集中康复的“四集中”
兜底保障模式，研究制定了 32条常
态化防贫减贫举措。

为实现兜底保障全覆盖，达到

应保尽保，该县鼓励有条件的特殊
贫困人员在自家或寄养在亲友、邻
里家进行居家救助。无法实施居家
救助帮扶的特殊贫困人员，以行政
村为单位，对有自理能力人员，实行
村级幸福大院就近托管；对半自理
能力人员，实行乡镇（街道）托养中
心集中供养、托养；对无依无靠、无
自理能力人员，实行县级托养中心、
民办养老机构集中托养；对重度精
神病、病情稳定的重病患者等无自
理能力人员，实行医疗机构集中康
复。目前，经过普查、筛查和核查，
共确定居家代养对象 8160人、集中
供养对象4120人。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龚鸣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10月
1日，随着一声汽笛响，三门峡市湖
滨区沿黄观光小火车从东坡站出
发了。“小火车开喽！”市民张静带
着两岁的儿子坐上了当天的第一
班车。

1956年因修建黄河大坝而建造
的“湖大铁路”，如今以乡村旅游观
光线路的崭新面貌呈现。湖滨区按
照三门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建设整体布局，对沿
黄各类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深层次挖
掘，通过恢复停运 17 年的“湖大铁
路”，把沿黄一带作为一个大景区进
行整体规划，融入红色文化、民俗文

化及文旅发展新业态，着力促进资
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在东坡村，能看见村民的平房
上搭建的木屋民宿。“发展乡村旅
游，特色民宿少不了，在平房上建民
宿，不仅解决土地问题，还让游客融
入村民日常生活。”村党支部书记曹
社路说，2017年东坡村成立了三门
峡天鹅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村民
和村集体都入了股，2018年东坡村
退出贫困村序列，2019年 11月开通
沿黄观光小火车。

沿黄处处是风景。会兴街道马
坡村臻萃苑的葡萄收获颇丰。“我们
的葡萄有 20多个品种，五分之一用
来采摘，剩下的大部分销往湖南。”

臻萃苑负责人马贞祥介绍，除了葡
萄，还种植草莓、樱桃和黄桃，保证4
月到 11 月都有可采摘的品种。臻
萃苑依靠紧邻王官黄河湿地优势，
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带动 50余户贫
困户脱贫致富。

马坡村党支部书记马建红说，
马坡村是个古村落，上千年的古槐
树就有两棵，站在高处的窑院一眼
能望到黄河。马坡村“两委”带领村
民，依山就势开发闲置窑院，打造

“田园马坡”窑洞民宿。
在湖滨区，不仅能坐着小火车

看黄河，还能“上天”俯瞰黄河。中
国航空运动协会大安禹景飞行营地
建在高庙乡大安村，（下转第三版）

湖滨区 好风景拉来“好钱景”

方城县“四集中”织密兜底网

□本报记者 李凤虎

10月 1日，记者走访郑州市部
分饭店和超市发现，餐饮企业和超
市纷纷推出简约节俭措施。餐桌上
流行“光盘行动”，豪华包装的月饼
大幅减少……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正逐渐成为更多人的生活习惯。

中午是饭店最忙碌的时间。
12点 10 分，在郑州市谷雨春红烧
黄河大鲤鱼紫荆山店一楼大厅，坐
满了顾客。“实实在在聚餐，不为面
子买单”宣传标语挂在店内多处醒
目位置，也印在了菜单封面。

店长武家龙说，客人点菜时，服
务员会根据就餐的人数对顾客点餐
情况给予指导，提醒客人“点到即
止”。“为了避免浪费，我们饭店推出
了小份菜和半份菜，餐后主动提供
打包服务。总体来说，在我们饭店
吃饭基本都能做到‘人走盘光’。”

记者走访发现，郑州市很多餐
饮店都在显眼处、餐桌上设置了文
明用餐、光盘行动等标识标语。

随着文明用餐的深入开展，部
分市民在家庭就餐中也推崇勤俭
节约的习惯。

市民孙女士是一名家庭主妇，
她承担家里买菜做饭的任务。说
到节俭之道，孙女士说：“我会根据
家里人数，按量采购蔬菜，按需做
饭，每次做饭恰到好处，既减少了
浪费，也保证了食材的新鲜度。荤
素搭配、适度适量、餐餐光盘已经
成了我们家的一种饮食习惯。”

孙女士说：“平时把关于勤俭
的故事讲给孩子听，外出就餐结束
时，还没等大人开口，孩子就会主
动去找服务员打包。”

像孙女士这样的家庭越来越
多，文明用餐杜绝浪费，已成不少
市民的良好家风。

今年的中秋节恰逢国庆，月饼
市场的热闹程度更胜以往。记者
在郑州市多家超市的月饼售卖区
看到，多数月饼包装礼盒采用简约
纸质盒子或简单的铁皮盒子，图案
设计以中秋主题元素为主，让消费
者在品尝月饼的同时也能感受传
统文化的魅力。

不仅是包装设计，月饼规格也
在“瘦身”。以往每块月饼的分量
多为 100克，今年 80克、60克的月
饼成了主角，更加经济实惠。

“在月饼规格变小的同时，礼
盒包装也越来越简约环保。相较
礼盒月饼，目前散装月饼销售更
好。”一家超市的工作人员说。

“月饼价格普遍下降，品种越
来越丰富。不少月饼比以往更精
致、更健康，散装、现烤的月饼也多
了，不仅能减少浪费，消费者还有
了更多选择。”市民刘先生说，“月
饼是节日食品，应该回归传统食品
和承载中秋文化的自然属性。”

记者走访发现，在“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的氛围下，与过去月饼
礼盒的过度包装相比，今年的包装
设计掀起简约风，反而更受消费者
青睐。③6

□本报记者 代娟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马丙宇
本报通讯员 段永强

10亿桶！这个数字，是辉县市张
村乡大王庄村尚品种植合作社预估的
今年酸辣粉总产量。

谁会想到，仅仅5年时间，大王庄
村的红薯从“烂到窖里”发展到“卖到
全国、走向世界”，并成为助力脱贫攻
坚的大产业。

这个太行山下的普通小山村，何

以迅速成长为全国最大的酸辣粉产
地，今年又克服了疫情影响、冲击 10
亿桶的惊人产量？从发展红薯种植、
做大红薯市场再到做强红薯产业，背
后有3个关键人物，不得不提。

张村乡发展红薯产业，源于全国
人大代表、全国道德模范裴春亮的一
次走访。作为该乡裴寨村党支部书
记，裴春亮有一次到困难群众家走访，
村民张会利端着刚出笼的蒸红薯让他
品尝：“咱的红薯这么好，裴书记能不
能想个法卖了？”当年，张会利种了 3

亩多红薯，收了近 1万公斤。丰收了
却卖不出去，急得张会利直跺脚。

“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
活。前些年，裴寨村家家户户种红薯、
吃红薯。”裴春亮琢磨，要想解决卖难，
让群众靠种红薯致富，必须把红薯做
成产业。

说干就干。2016年，裴寨村举办
了“中国太行首届红薯粉条文化节”，
卖红薯的来了，卖粉条的来了；各级领
导来了，各地的客商也来了，还引起人
民日报、央视等媒体的关注。

首届红薯粉条文化节的成功举
办，不仅让裴春亮兴奋不已，也让大王
庄村尚品种植合作社理事长王孝义看
到了发展红薯产业的希望。2017年，
在裴春亮和张村乡党委的支持下，王
孝义成立了河南九月天食品有限公
司，把红薯粉条加工成酸辣粉，并于当
年举行的第二届红薯粉条文化节上亮
相。

太行山红薯不仅出粉率高，而且
品质好，“九月天”牌酸辣粉一上市，订
单便纷至沓来。全国有270多家企业
找上门来谋求合作。（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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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亿桶酸辣粉背后的故事

10月 2日，光山县晏河乡河川村村民在河川大草原放牧本地黄牛。近年来，该村引导农户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养牛业，并
争取养殖贷款贴息项目，鼓励养牛大户规模养殖，采取“特色产业+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以“集中养殖为主，分散养殖为
辅”方式，让村民在家门口靠养殖走上致富路。⑨3 谢万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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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日晚，修武县荣盛·云台古镇举办“永不落幕的汉服节”，热爱汉服的年轻人优雅登
场，给观众带来一场汉服“夜宴”，让喜庆的节日增添了传统文化的古色古香。⑨3 吉亚南 摄 03│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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