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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文化艺术志愿者在排练腰鼓表演 夏天 摄北岭镇瓜农在包装西瓜准备装车销售 夏天 摄 北岭镇农民在管理高效农业 刘守良 摄

夏邑县 奋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李凤虎 刘梦珂 夏天

五年来，夏邑县生产总值较

2015 年增长 42.9%，年均增长

7.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

增长7.9%，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

长8.5%；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11.9%，工业用电量 7.2亿度，增

长11.6%……

这一串串闪光的数字，记录着

夏邑县一件件出彩的故事。该县

先后获得“国家高端纺织服装特色

产业基地”“全国新兴纺织产业基

地县”“全国超级产粮大县”“中国

西瓜之乡”“中国蛋鸭之乡”等国家

级荣誉称号。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十四五”

开局之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夏

邑全县上下勠力同心，砥砺前行，

奋力开创夏邑辉煌的明天。

夏邑，一颗镶嵌在豫东大地上的璀璨
明珠，先后被命名为“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
治优秀县城”“中国魅力中小城市”，获得了

“河南省最佳人居环境范例奖”以及“河南
省最佳投资城市”称号。同时，夏邑还是

“中国长寿之乡”和“国家级园林县城”。
能获得如此多的殊荣和美誉，良好的

生态环境、精美的园林绿化、星罗棋布的游
园广场更是功不可没。

“现在夏邑县已成功创建35个‘森林乡
村’，其中，国家级 2个、省级 7个、市级 26
个。通过‘森林乡村’创建，全县新建、改建
社区广场64个，绿化美化面积近万亩，新增
绿地面积7300余亩。”夏邑县林业服务中心
主任洪一深说。

近年来，夏邑继续大力投入人力、物
力、财力，大手笔高规格地着手打造生态环
境。目前，全县林地面积 44.5万亩，森林覆
盖率 20.01%，林木覆盖率 23.78%，活立木
蓄积量达339.20万立方米，先后打造2家国
家级和6家省级林业龙头企业，林业合作社
42家，全年林业总产值达15.1亿元，来自林
业 的 人 均 纯 收 入 占 全 县 人 均 纯 收 入 的
12.7%。全县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人居生活
品质大幅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

6月 22日，笔者走进夏邑县乡村，看到
的是一派繁忙景象：北岭镇刘集村村民正在
采摘西瓜，准备发往全国各地；车站镇沈庄
村食用菌种植基地刚结束双孢菇采摘，又忙
着种植草菇；火店镇班集村的宫灯旗穗正在
装箱，发往东南亚各国市场；会亭镇打火机
正在组装集装箱，搭上郑欧国际铁路货运班
列……这繁忙景象展示着夏邑百姓实现了
就地就近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产业是就业之源。
夏邑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变人口资
源优势为人力资本优势，做大产业规模，增
强市场竞争力，助力乡村振兴。”夏邑县县长
刘海鹰说。

2006年，北岭镇刘集村返乡创业村民
韩庆涛流转土地200多亩种植西瓜，并获得
成功，带动夏邑种植 8424西瓜 20万亩，总
产量达到 60 万吨，产值 19.2 亿元，创造了

“夏邑西瓜”这一区域公用农产品品牌。
2017年，“夏邑西瓜”通过农业部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认证。
桂柳蛋鸭养殖又是夏邑一新兴产业。

郭店镇种鸭养殖迅速辐射到韩口、杨吕庙等
20多个行政村，年产值近10亿元，净利润 2
亿多元，带动贫困户600多户就业。该项目
涉及生物饲料加工厂、屠宰加工厂等，已形
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其中，屠宰加工厂正
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达产后年产值45.8亿
元，可提供或带动就业4000余人。目前，夏
邑以郭店镇为中心，带动歧河等9个乡镇发
展种鸭养殖，全县种鸭存栏量 200万羽，占
全国种鸭总量的十分之一，成为全国生态养
鸭第一县。

“要想富，种蘑菇；要想富得快，多把大
棚盖；一年一个棚，盖起楼两层。”车站镇流
传的顺口溜，已成为夏邑县百姓的致富秘
诀。目前，夏邑县有食用菌大棚 1万余座，
涉及车站、郭庄等11个乡镇，从事食用菌生
产的菇农达到2万余人，涉及经销加工的有
2000余人。全县草菇、双孢菇年产量达到

15万吨，产值16亿元，成为夏邑县农业支柱
产业之一。

火店镇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从事
中国结、宫灯等工艺品加工生产的农户有
1500余户，年产值 8亿元。中国结、宫灯等
工艺品不仅遍布全国各地，而且销往马来西
亚、新加坡等国家。手工艺品生产采取 1+
1+1的模式：即大户发料、帮扶干部牵线搭
桥、困难户加工生产，然后大户回收，带动
515户困难户就业、1200人增收。

打火机照亮致富路。会亭镇拥有各类
打火机及配件生产企业118家，其中自营出
口打火机企业 5家，年产销打火机 50亿支、
产值 25亿元，带动 2万多人就业。如今，这
里的打火机销售不仅遍布全国，而且搭上了

“一带一路”快车，远销马来西亚、哈萨克斯
坦等20多个国家。

夏邑作为农业大县，着力发展五大产
业，吸纳消化成千上万劳动力，使昔日“孔雀
东南飞”的农民在家门口就业。

“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返乡创
业发展合作社之前，我外出打拼多年。现在
我是不能走，也不愿走，乡亲们发展高效农
业离不开我！”6月 21日，北岭镇孙后寨村党
支部书记孙坚说。

孙坚只是夏邑县开展农民中职教育培
养出的优秀学员之一。近些年，夏邑县每年
培养农民中专学员在 200人以上。这些学
员都成为扎根农村、从事农业的“土专家”

“经济能人”，成为发展高效农业的带头人。
夏邑县按照“开设一个专业、办好一个

教学班、搞好一个生产示范点、培养一批科
技骨干、扶持一项支持产业、致富一方农民”
（六个一）的模式开展农民教育。在进村围
绕产业办班的同时，依托优秀学员建基地树
样板、抓示范树典型、做推广、搞服务，把教
育培养、生产示范、技术推广、相关服务融为
一体。还把优秀学员组织起来，成立专业技

术协会或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建立农村社会
化服务体系，搞好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等，达
到“办一班，兴一业，富一方”的效果。

目前，该县已累计培养 3000多名农村
基层管理干部和农业技术干部，9万多名农
村科技骨干和致富带头人，15000多名农业
科技示范户，12000多名农民经纪人，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
有力人才支撑。 “我参加竞选，是希望能够抓住‘十四

五’机遇，为胜利东村的繁荣发展作出自己
最大的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该县
骆集乡胜利东村党支部书记李二攀说。

37岁的李二攀是夏邑县森森木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也是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
人。该公司提供就业岗位120余个，产品远
销中东多个国家，年产值 2000 余万元。
2020 年 1 月，他任胜利东村村委委员；在
2021年村“两委”换届中，他高票当选为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近几年来，夏邑县实施“把农民培养成
新型职业农民，把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成党
员，把党员培养成村干部，把优秀党员干部
培养成村党支部书记”的“四步培养法”，着
力培养基层党员干部后备力量，打造了一
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基层干部队
伍。

目前，通过县、乡、村培养，夏邑县共
有1008名新型职业农民，1421名农村
致富能手，691 名外出务工经商返乡
人员当选为村“两委”干部，其中 361
名当选为党支部书记。

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启动以
来，夏邑县严格落实省委、市委工作部

署要求，强化组织领导，科学谋划部署，
依法依规操作，圆满完成了全县 729个村

和14个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全县共
选举产生村（社区）“两委”干部 3923名，其
中交叉任职 1156 名，35 岁以下干部 1029
名，743名党支部书记中有 734人实现“一
肩挑”，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476名，实现年
龄、学历“一降一升”，为乡村振兴夯实了组
织保障。

谈及乡村振兴与产业谋划发展时，夏
邑县县长刘海鹰说：“夏邑有着独特的交通
区位和地理优势、一二三产业丰富的产业
特点。结合自身实际，在乡村振兴定位上，
24 个乡镇已开始全面打造乡村振兴示范
区，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将为夏邑的‘出
彩’贡献出以党建高质量促进经济发展高
质量的‘浓彩’。”

选好乡村振兴“领头雁”

“我们都是网上销售，在多家网购平台
都有自己的网店，还代运营他人的网店，年
营业收入 2.7 亿元。”返乡创业的五谷煮意
（河南）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辉说，他在电
子商务产业园区成立了电商孵化基地，用自
己的专业知识，搭建电商团队，为家乡热爱
电商、想从事电商的人提供免费培训及技术
交流平台。

在夏邑县，像张辉这样返乡创业从事电
商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缘于该县深耕电
商沃土，大力帮扶电商产业发展和转型，打
造县域经济新的增长极。

近年来，夏邑县积极适应新常态，主动
“拥抱”互联网，电商产业实现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的发展，全县网店数量由几十家暴增
至 1万余家，从业人员由百余人增长至 1.2
万余人，涌现出了“莫卡农庄”“五谷煮意”等
本土电商品牌，创建了“夏邑西瓜”“栗城农
珍”等区域公共品牌。目前，全县拥有“中国
淘宝村”4个、“中国淘宝乡镇”8个。

为充分发挥电商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
作用，夏邑县制定出台一系列实施意见，积
极推行“电商+产业园+困难户”模式、“电
商+扶贫车间+困难户”模式、“电商+村级服
务站+困难户”模式等，跑出了电商扶贫加
速度。目前，全县 34个扶贫车间由电商企
业使用，为500多名困难人员提供了稳定的
就业机会，通过整合阿里巴巴农村淘宝、京

东等现有服务站资源，已建设成村级电商服
务站400余个。

“如今，直播带货成为新时尚。我们紧
跟时代步伐，由县电子商务中心牵头积极组
织直播培训，让各电商企业紧跟直播带货风
尚。”刘海鹰说，“下一步，夏邑县委、县政府
将切实发挥电子商务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加快推动全县电商企业提档
升级，助推全县经济高质
量发展。”

▶无人机喷药
服务队在为群众免
费服务 夏天 摄

英姿飒爽的夏邑县农民健步队 夏天 摄

网红直播带货 夏天 摄

五大产业让百姓增收致富

电商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培养乡村留得住的人才

着力打造生态环保宜居城

环境优美的夏邑县两河湿地公园环境优美的夏邑县两河湿地公园 刘守良刘守良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