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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路上，你我这样走过

万众一心 加油干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单
保良）“今年辣椒价格不错，我家种植
的10亩辣椒又有一个好收成！”10月
5 日清晨，李少敏夫妇正在采摘辣
椒，言语间笑容满满地写在脸上。

李少敏是商丘市梁园区水池铺乡
丁柿园村村民，从事辣椒种植已有十多
年，从小打小闹开始，到今年流转10亩
土地扩大种植规模。“种植面积在增加，
收入也在不断增长。”李少敏高兴地说。

“像李少敏家这样靠种植大辣椒
致富的村民，在丁柿园村占了80%。”
该村村委会主任陈闲刚介绍。

从丁柿园村向北，一直到20公里

外的李庄乡黄河故道大堤脚下，放眼
望去，长势良好的辣椒成方连片。习
习的晨风中，椒农们在采摘辣椒，路边
的收购点旁，椒农们的电动三轮车排
成了“长龙”。载满新鲜辣椒及其制品
的车辆，从交易市场驶向全国各地。

5年前，梁园区只有水池铺乡种植
大辣椒，面积在1万亩左右，经济效益不
明显。从2016年开始，该区决定充分
发挥近郊优势，把辣椒产业确立为农业
发展、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科学制定
发展规划，出台扶持政策，鼓励农民发
展辣椒产业。他们从外地聘请辣椒种
植专家，把种植技术免费送到田间地

头，解决了农民的技术难题；为辣椒购
买农业保险，保障椒农的最低收入；在
原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沈鲤”牌商标；
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辣椒新品
种和麦椒套种、菜椒套种新技术。一系
列帮扶政策大大激发了农民种植辣椒
的积极性，仅5年时间，该区辣椒种植地
区就从水池铺乡发展到了观堂、王楼、
李庄、谢集、孙福集等乡镇，面积达到15
万亩，被授予“中国辣椒之乡”称号。据
估算，今年该区辣椒总产量可达70万
吨，总产值可达25亿元。目前，“沈鲤”
牌梁园辣椒已畅销山东、安徽、上海等
20多个省区市，（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 通讯员
严相合 张猛）10月 5日，秋光中的西
华县奉母镇营岗村恬静怡然，人们享
受着国庆中秋长假的安宁祥和。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聊
起今年的国庆节，村民何钦亮特别感
慨：“今年恁多事，可咱老百姓过日子
没受多大影响，国家不容易！”

“还有一件事，俺现在是‘股东’
了，而且分红了，这也是破天荒的
呀！”何钦亮拉着记者的手说。

去年 10月，在县、镇指导下，营
岗村成立了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按照
集体资产界定、股东资格登记、所有

事项公示及股东大会决议等程序，收
回 131亩村级集体土地转入村集体
经济合作社，统一租赁给一家涉农企
业，所得租金归村集体所有，村民入
股，每年分红。

“当时，村里说今年就能分红，我
有点不相信，还和别人打赌，如果能分
给我10块钱，我面对面给你拍巴掌。”
让何钦亮没想到的是，今年“七一”前
夕，营岗村召开了首次股东分红大会。

“我们从村集体土地出租的租金
中，拿出12.1万元给村民分红，每股折
算合45.60元。以后，我们每年都要从
村集体土地租金中，提取60%—70%给

村民分红。”营岗村党支部书记庞伟良
说。分红大会上，何钦亮手都拍红了。

不只是营岗村。“七一”前夕，奉母
镇七二村1584名村民也第一次以股
东身份领取了集体经济分红。该村进
行折股量化，122亩集体土地种的小
麦喜获丰收，亩均产854.2斤，按照市
场价格每斤 1.2元计算，麦季集体经
济收入约 125060元，除去 30%留给
集体，剩余70%全部用于群众分红。

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为农村发展
注入新动力。在推进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过程中，（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韩
静）“这 1100 亩辣椒，田间设施用的
都是5G信号，通过5G微基站建设和
标准化种植，今年亩均增产 31%！”
10月 6日，站在临颍县三家店镇边刘
村的高标准智慧辣椒种植基地内，基
地负责人、河南益民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王偌飞自豪不已。

这1100亩辣椒是临颍县高标准智
慧辣椒种植示范区的一部分。至目前，
该县已在近7000亩的高标准农田里建
成5G智慧数字农业种植区，通过在田
间植入5G智能土壤传感器等设备，推
进全天候物联网土地墒情检测、智能水

肥药一体化灌溉等新技术应用，节约人
工成本50%、化肥农药30%、灌溉水源
50%以上，亩均效益提升20%以上。

智能化是临颍县建设现代农业
产业园的突出特点。临颍县政府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临颍县坚持以工业理
念抓农业，大力创建产业优势突出、利
益联结紧密的现代农业产业园，推行
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智能化、品牌
化种养，促进农业生产要素向园区集
中、优势产业向园区集聚，带动农业全
链条升级增值。

以辣椒产业为例，依托10.8万亩
省级辣椒现代农业产业园，临颍县在

育种端组建了漯河市辣椒产业技术创
新联盟和河南省小辣椒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在种植端通过智慧农业系统全
程管控辣椒品质，在流通端建成了26
座千吨以上冷库、100多座 500吨以
上冷库的辣椒冷库群，并招引了海底
捞、老干妈等知名辣椒深加工企业，构
建了全链条辣椒产业体系。目前，临
颍县辣椒现代农业产业园覆盖王岗等
5个乡镇47个行政村，2019年主导产
业覆盖率突破80%，园内农民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2.34万元。

发展现代农业，园区是载体，体
制机制是根本。（下转第四版）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国庆中秋长假，被紫云山环抱的雷
洞村游客纷至，民宿火爆，日均客流量
近2000人次。

雷洞村位于许昌西南角襄城县紫
云镇，“九沟十八岔，岔岔有人家”，曾经
是“吃水难、住房难、行路难”的“三难”
村。在许昌市实施的精准扶贫工程中，
这个小山村发展生态旅游，“变身”美丽
和谐的乡村旅游特色村：一排排新式民
居拔地而起，一条条水泥路通达四方，
一片片绿林散落山间……

变化不仅在雷洞村。2019年，许昌
蝉联全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综合考
评第一名，先后有15个贫困村成为市级
以上美丽乡村、乡村旅游特色村。

变化不仅在去年。2015 年以来，

许昌市 193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序
列，4.8万户 16.6万人实现稳定脱贫，贫
困发生率从 4.41%下降到 0.24%；全市
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从 2014年
的 2591元增至 2019年的 11558元，翻
了两番多；在全省脱贫攻坚年度考核
中，许昌市连续 2年获得“好”等次，在
无贫困县的省辖市中排名第一。

10 月 5 日，在禹州市花石镇崛山
村，村民党玉珍提起“小赵书记”赞不绝
口：“真没想到，这闺女看着柔弱，投入
扶贫工作，却是风风火火！”作为许昌市
妇联派驻崛山村的第一书记，37岁的赵
杨发挥派驻单位优势，动员社会扶贫力
量，多方筹资打出 320 米深的“扶贫
井”，整修道路 3.3 公里，引来“扶贫工
厂”让大伙儿在家门口就业无忧……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在许
昌，50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834名驻村
工作队员、2084 个脱贫责任组组长、2
万余名帮扶责任人奔波在一线、穿梭在
田间，全力聚焦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下转第五版）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郭艳

“十一”长假期间，国际运输繁
忙。10月 7日，在郑州机场国际货运
站门口，来自省内跨境电商的邮件被
打板后装车，随即“飞”向韩国。“今年
3月开通郑州到首尔的全货机邮航专
线后，我们的泡菜从出厂门到上韩国

‘餐桌’不过四五天时间，大大节约了
时间成本。”舞钢市美宜佳农业公司
的范会娜欣喜地说。

在刚刚过去的 9月，我省服务对
外开放又传好消息：省政府与中国邮
政集团有限公司在郑州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将推动郑州建设成为全
国重要的航空国际邮件枢纽口岸。
这意味着今后郑州可以与世界更多
地方实现邮路直飞，省内企业将插上
翅膀“买全球、卖全球”。

豫邮“牵手”在郑州建设邮政航
空枢纽口岸，引来各界人士热议。为
何是豫邮合作？未来怎么建？带来
啥效果？都成了公众关注的话题。

为啥要合作？优势可互补

豫邮合作，在很多人看来是强强
联合，也是优势互补。

河南是交通大省，承东启西、连南
贯北，区位优势突出，在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的实践中，多式联运发展迈出

了坚实步伐，交通服务优势也很明显。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时，勉励我省朝
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近年
来，我省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新形势新要求，着力打造对
外开放新高地，国际经贸不断发展，企
业对国际运输和物流需求越来越旺

盛。构建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
络迫在眉睫。在郑州建设邮政枢纽口
岸，既具备基础条件也符合现实需求。

快递企业不少，河南为何“牵手”
中国邮政？这与中国邮政的国际网络
优势密不可分。中国邮政是万国邮政
联盟成员单位，与世界各国和地区互
联互通，是我国跨境电商物流的主要
服务商。据统计，2019年中国邮政在
河南市场累计完成出口跨境电商业务
量 4966 万件，市场占有率 77.24%。
近年来，中国邮政集团积极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大力践行“走出去”，作为
行业“国家队”在创新发展中也走在了
前列。而今中国邮政集团与省政府签
约共同推进邮政枢纽口岸建设，既是
履行国家使命又符合发展需求。

在中国邮政集团董事长刘爱力
看来，此次合作，是邮政通过保供应
链稳定实现稳外资、稳外贸的具体举
措，也是在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
发展格局提供流通保障，更是服务河
南实现更高水平开放的有益探索。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孙静

赶趟看几场电影，用消费券
购购物吃吃饭，再去周边玩两天，
在这个“超长假期”里，被疫情压
抑的消费热情旺盛回归。“当中秋
遇上国庆，就像过了个年”成为朋
友圈最多的感慨。与此同时，线
上多场景消费、个性化旅游、逛博
物院图书馆为文化打卡等新消费
业态也在悄然升温，在重构假日
消费模式的同时，也释放出更为
强劲的消费新动能。

消费新潜能释放明显

假期前两天，郑州的王丽哪
儿也没去，她猫在电影院，一口气
刷了4部国庆档电影。“把过年以
来的缺憾都补齐了。”王丽感叹。

数据显示，10月1日至4日，
全省共接待游客 3501.87 万人
次 ，与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恢 复 了
87.21%；国庆档期内全国电影累
计票房在假日第 3天就突破 15
亿元；1日至6日，河南高速公路
累计车流量突破1559万辆。郑
州市餐饮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长假期间，该市大部分餐饮企
业经营情况已恢复至疫情前，部
分企业甚至增长了5%左右。

“得益于我国强有力的疫
情防控措施，人们正逐渐回归
正常假期模式，消费潜能进一
步激发。旅游、文娱、餐饮等
在疫情中受损较为严重的行
业，在这次长假中得以较好恢
复。”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博
士郑广建认为，长假经济的繁
荣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释放发展新动能
的生动体现。

（下转第二版）

梁园区 火“辣”的产业别样红

临颍县 现代农业“慧”农增收

西华县“三变”改革活力迸发

豫邮“牵手”建设邮政枢纽口岸

打造新枢纽 创造新机遇
许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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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辖市脱贫攻坚工作扫描

下足“绣花”真功夫
决战决胜在今朝

﹃﹃
超
长
假
期

超
长
假
期
﹄﹄
激
活
消
费
新
动
能

激
活
消
费
新
动
能

■2019年中国邮政在河南市场累计

完成出口跨境电商业务量4966万
件，市场占有率77.24%

■今年以来，我省连续开通了郑州至首

尔、郑州至东京、郑州至欧洲的3条定
期全货机邮件专线。截至目前，郑州邮

政口岸已开通了郑州至36个国家和

地区的47个城市的直航邮路

风清气正好生态
——南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笔

□刁良梓 刘浩都 徐文

这是一项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维
护社会安定有序的关键之举，这是一
场保障国家长治久安、进一步巩固党
的执政基础的全民战争。

时间如白驹过隙。3年的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转眼已到了收官之年的
决胜阶段。

回望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在这场

无比艰巨的战役中，作为全省面积最
大、人口最多的省辖市，面对接踵而至
的案件和线索基数大等难题，南阳市不
等不靠，以有解思维破题，把专项斗争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按照“依法严惩、标
本兼治”的总要求，坚持“扫黑、除恶、治
乱、打伞”并重，加强线索核查、专案攻
坚和行业治理，始终保持对各类黑恶势
力的高压态势，成功挑战各种“不可
能”，夺取了一个个辉煌战果。

“成色”十足的数字熠熠生辉：截至
目前，南阳市共打掉涉黑组织29个、恶
势力犯罪集团94个、涉恶犯罪团伙88
个，破获刑事案件7201起，刑拘犯罪嫌
疑人7021人，查扣涉案资产16.6亿余
元，排查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200余
个，查处涉黑恶村“两委”干部33人，全
市社会治安环境明显改善，人民群众安
全感和满意率不断攀升。

（下转第三版）

10月 8日，在孟津县会盟镇银滩生态农业园区，小朋
友体验稻谷收割乐趣。⑨3 郑占波 摄

为中原更加出彩贡献法治力量
——省法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以来工作综述 04│要闻

1010月月 88日日，，兰考县举办兰考县举办““德尚桐乡德尚桐乡 爱在奋斗爱在奋斗””
第三届新风尚集体婚礼第三届新风尚集体婚礼。。⑨⑨33 孙晓华孙晓华 摄摄

旅游市场出现全面恢复好势头
2020年国庆中秋8天假期

全省共接待游客 7234.98万人次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9.09%

旅游收入 360.71亿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恢复了 71.86%

假期数据盘点

交通运行平稳有序
郑州机场：8天累计发送旅客超60万人次

高速公路：10月 1日至8日

全省高速公路累计车流量 2058.52万辆

铁路：9月28日至 10月8日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 502.2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5.7万人次

多项消费数据超去年同期
汽车销售同比增长4.9%

国庆档首日，郑州市电影票房成绩超过

去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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