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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县 广阔天地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小满时节，郏县城乡处处

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近年来，

郏县通过加快产业发展、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吸引人才回归

和促进乡风文明等举措，推动

了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业

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

富裕富足，一幅乡村振兴的美

丽新画卷在郏县这片广阔天地

徐徐展开。

□薛迎辉 肖应辉 王自行

红牛产业

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5月中旬的夜晚，冢头镇陈寨社区孝文
化广场一派热闹祥和景象：休闲长廊里三
三两两的村民聊天休闲，广场上农家妇女
或踩着鼓点扭着秧歌，或和着音乐跳起时
尚的广场舞……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文
化活动成了村民们茶余饭后的“精神食
粮”。如何为村民增加“精神食粮”，郏县
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载体，大力
培育、弘扬文明乡风，并逐步成为当地农
村新时尚。

要唱戏，先搭台。郏县通过政策扶
持、财政补贴、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等多方
面支持，建起设施完备的乡镇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村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等，为当地
百姓构筑起了精神文化家园。截至目前，
全县已建成 16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386个村文化广场、377个农家书屋，60个
村史馆。

与此同时，该县还把移风易俗作为深
入推进乡风文明提升工程的重要内容，通
过开展“孝老爱亲”“关爱留守儿童”等主题
活动，把文明乡风“种”进农民心田。每到
周末，各种文艺演出、道德宣讲等活动也相
继走进村庄，在润物细无声中提升农民群
众道德素养。深化文明村镇、文明庭院、星
级文明户创建，开展“五美庭院”“星级文明
户”的争先创优活动，推动形成文明乡风、
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全县新增“五美庭

院”3781户，累计评选 3.2万户；新增“星级
文明户”869户，累计评选6820户等。

如果说，乡风文明是村民的“精神食
粮”，那么郏县丰富的传统村落则是人们内
心深处的“乡愁”记忆。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郏县不断加
强传统村落、传统民居和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保护。对古民居、古井、古寨墙修旧如
旧，村民们收集石磨、石滚、石牛槽等旧时
农具和生活用品建立村史馆。截至目前，
该县 19个古村落入选国家级传统村落名
录，75个古村落入选省级传统村落名录，王
英沟村被授予全国十大最美乡村。

独特的乡村历史文化资源，也带动了

当地文旅项目的融合发展。郏县开工建设
千年郏县·老城区文旅融合项目，加快推进
姚庄寿茶忆、黄道王英沟、茨芭空山洞、马
头岭现代农业产业园等民宿项目，一鸣书
居乡村民宿、耕读人家、渡口人家民宿开业
运营，带给游人不一样的民俗风情。

特别是该县用全域旅游理念谋划乡村
振兴以来，成功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去年全县新增1家 4A级景区、3家 3A级景
区，4个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1个特色生态
旅游示范镇、1个休闲观光园区，不断推进
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荣获“全国
百佳旅游目的地”。

突出文化引领、培育文明乡风、挖掘历

史文化、打造全域旅游，在乡村振兴中，郏
县不断加强文化赋能，“豫味老家·乡愁郏
县”逐步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文化品牌。

谈到乡村振兴下一步打算时，郏县县
委书记丁国浩说：“乡村振兴是一个久久为
功的过程，郏县将严格按照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谋划，聚焦特色
优势，找准发展路径，加快产业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完善乡村治理，实现乡村振兴与
脱贫攻坚有效衔接，推动实现乡村振兴更
高质量、更高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在农村这片广阔天地奋力
描绘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对于郏县来
说，红牛产业就是他们的最大底气。

郏县红牛因主产地在郏县、毛色红润而得
名，不仅是全国八大良种黄牛之一，被农业农
村部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更
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县命名的地方优良品种。
2020年 12月，在全国首届“中国牛·优质牛肉
品鉴大会”上，郏县红牛雪花牛肉荣获“高品质
牛肉生产推介品种”和全国最高奖“综合评价
优胜奖”。正是抓住了郏县红牛这一品牌优
势，该县打造了郏县红牛特色产业，为乡村振
兴提供了重要着力点。

5月 23日，走进平顶山肉牛产业化集群龙
头企业平顶山瑞宝红牛肉业有限公司，一条完
整的红年产业链条呈现在眼前——集繁育、育
肥、屠宰、销售、品牌培育于一体。“目前公司有
种牛 600头、牛犊 200头、育肥牛 850头，总共
存栏 1650 头。此外，还和 100多户红牛养殖
户签订养殖协议。”瑞宝红牛肉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李书歧说，“公司生产的‘雪花牛肉’，卖到
京沪广等大城市的高档酒店，最贵的每斤价格
超过千元。”

产业强则县域强。郏县成功申报创建省
级“郏县红牛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郏县红牛产
业被列入国家级“豫西南肉牛产业集群”项
目。截至目前，该县财政累计投入资金超过 2
亿元，撬动社会投资5亿多元，建成郏县红牛规
模养殖场 95个、养殖专业户 268户，存栏量恢
复到6万多头，年产值达20亿元。

产业兴则村民富。农民增收路子越来越
宽，日子越过越红火。安良镇峰刘村养殖大户
李自垒从育肥为主到自繁自育，达到50多头红
牛的养殖规模，经过几年发展壮大，资产突破
百万元。同样在安良镇，段沟村曾经的贫困户
张伟斌 2019 年靠贷款买了 7 头育肥红牛，
2020年年底卖了2头，净赚近万元。像张伟斌
一样，红牛养殖让越来越多的贫困户摘掉了贫
困帽，奔上了致富小康路。

其实，红牛产业只是郏县产业发展带动乡
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在乡村振兴中，该县把发展壮大产业成为
强县富民的根本抓手，围绕打造中原重要的绿
色食品产销基地，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推动农业产业向规模化、绿色化、标准化、
品牌化迈进——

大力推进“一乡一业、多村一品”，鼓励发
展优质特色果蔬、食用菌等设施农业和特色农
业。2020年通过“三品一标”认证有机农产品
1个、绿色食品农产品达 14个、地理标志农产
品达 3个，完成 1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获批创建国家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40万亩；

锋瑞果木种植专业合作社创建河南省“三
品一标”绿色食品示范基地，郏县红牛获得“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广阔天地乡被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授予“中国铸铁锅之都”；

全县打造烟叶种植、红牛养殖、蔬菜种植
等7个“一乡一业”专业乡镇，打造花生加工、香
菇种植等“多村一品”专业村 114个。全县培
育农业产业发展省级龙头企业 4家，市级龙头
企业34家，总数达到38家。

放眼今日郏县，随着特色产业的日益兴
旺，乡村振兴的底气也更足了。

玉兰花、桃花、樱花、油菜花、梨花、垂
丝海棠……在郏县姚庄回族乡村道和生态
廊道两旁，次第开放的鲜花，让人仿佛置身
花海。而一旁的农家院别致恬静、干净整
洁，与远山青黛相映生辉，在留住乡愁记忆
的同时，一幅幅美丽乡村的田园风光更是
陶醉了游人，致富了村民。

而这都归功于当地推动的乡村振兴人
居环境大整治。2018年，郏县掀起了声势
浩大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帷幕。实施乡村
建设行动，统筹推进城镇和村庄规划编制；
启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持续开
展清路、清河、清田“三清”行动；加快推进
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庄亮化

绿化美化等，整体提升村容村貌。
截至目前，该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计划任务全面完成，建设县级乡村
振兴精品示范带2条，建成乡级乡村振兴循
环圈 11条。特别是在推进“厕所革命”上，
取得可喜的成绩：累计建设村级公厕 430
座，其中水冲式 346座。户厕改造整村推
进 38个村，整村推进已完成 85%。全县累
计建设户用卫生厕所 10万余户，完成了市
定3.61万户的户厕改造任务，普及率90%。

在垃圾处理和水系环境改善方面，城
乡配备保洁人员，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存放、
村收集、乡镇及时转运、县集中无害化处
理，为村民营造了一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农

村垃圾得到彻底整治，被列为省级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示范县。自筹资金 2687万元，
历时 4个月完成了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
合整治一期工程，县城南部实现一泓清水
润乡村的美景，县水利局荣获全国全面推
行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先进集体，也是全省
唯一获奖的县级单位。

新改建县乡道路 11条 30公里，“四好
农村路”建设提档升级，城乡群众绿色出
行，创建成为省级绿色交通示范县。持续
开展矿山生态恢复与治理，2021年春季国
土绿化，新增造林5.12万亩，占省市目标任
务的 161%。一组组数据，一抹抹亮色，是
该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绿满

郏县、绿秀郏县、绿美郏县、绿富郏县，绿色
已成为郏县的最亮丽底色。

随着乡村面貌和生态环境的明显改
善，全县 377 个行政村，累计创建示范村
274个。姚庄回族乡被评为全省首批美丽
小镇，广阔天地乡入选全国森林康养基地
试点建设乡镇。

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不仅让乡村更
加宜居，也吸引了更多外地游客。3月 28
日，随团旅游的郑州市民李瑞华夫妇，在游
览过姚庄回族乡和堂街镇临沣寨后，对郏
县农村环境不吝溢美之词：“田园风光旖旎
迷人，传统村落古色古香，环境卫生干净整
洁，诗和远方就在身边的乡村。”

人居环境改善了，也有了特色产业，乡
村振兴要持续发展，还要有坚强的“领头
雁”。

“领头雁”从哪找？返乡大学生、回乡
创业人士等，通过“乡土人才”回归，郏县不
仅充实了基层党组织，更为乡村振兴提供
了大量人才。

“乡村振兴，建设好家乡，咱回来就想
真贡献一份力量。”31岁的王孝甫就是这样
一个回乡创业人士，今年 1月，村级“两委”
换届选举中，成功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

王孝甫是薛店镇狮子口村人，2011年
大学毕业后应聘到北京一家农业科技公司

上班。打拼几年后，他回村创办喜诺食品
公司，生产加工鸡蛋卷、饼干、奶油糕点等
休闲食品，供应郑州、洛阳等商场超市。

近年来，郏县充分发挥本土人才乡土情
深、文化相通等优势，大力引才、育才、用才，
一大批“乡土人才”纷纷扎根基层、投身一
线，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在去年年底
和今年年初的全县村“两委”换届选举中，该
县共选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168人进入“两
委”，40余名优秀创业人士返乡任职，基层党
组织的创新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

“乡村人才”的回归，也带动了当地产
业发展和农民致富增收。在广阔天地乡返

乡人才王国红的带领下，毗邻北汝河的桃
园铺村成了名副其实的“桃花源”。王国红
曾在深圳务工多年，返乡后成立了郏县桃
园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仅用 3年多时间，
合作社规模达 600多亩，种植有梨树、石榴
树、杏树、李子、葡萄、桃树等。每年 5月至
10月，各色水果次第上市，来采摘的游客更
是络绎不绝，100多户群众通过在合作社入
股分红和打工挣钱脱贫致富。

引得来更要留得住。“引凤还巢”中，郏
县不断在用地、资金、审批、税收等方面给
予优惠，召唤更多的“乡土人才”回归故里，
年累计引导近万名“乡土人才”返乡发展，

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同时还
利用微信公众号、广播电视等宣传媒体，对
返乡创业的“乡土人才”进行广泛宣传报
道，突出典型引路、示范带动作用，激励更
多的“乡土人才”返乡创业。

此外，该县组织培训农技人员，创新
“活课堂、活教材、活教法”的培训理念，开
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把培训班办到
村镇、学校、田间地头。今年以来，共举办
农技人员培训班56期，培训农民3000多人
次，选派 84 名科技特派员开展入户指导
2500人次，培育高素质农民，筑牢乡村振兴
根基。

环境整治 扮靓美丽宜居乡村颜值

引凤还巢 聚才育才助力乡村振兴

乡风文明 叫响“豫味老家·乡愁郏县”文化品牌

乡村振兴红红火火乡村文旅方兴未艾

中国牛·郏县红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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