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春日信阳，生机盎然。
大别长淮，青山绿水间：麦苗正拔节，

油菜刚吐黄，紫云英的花儿赶着趟儿往外
钻；育秧工厂里绿油油的再生稻秧苗，早
已铺满了整个托盘，争着抢着想往水田里
蹿；虾稻田四周的水沟里，泥鳅、小鱼、小
龙虾们悄悄探出头，在水面荡起美丽的涟
漪……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要米有
米，要面有面。”3月14日，信阳市农业农村
局党组书记、局长丁立平高兴地说，信阳扛
稳粮食安全重任，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落实落地，粮食产量连续 16年超五十
亿公斤，连续 14年超 55亿公斤，连续 3年
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市”。2021年，面
对农作物病虫害高发和严重的洪涝灾害，
粮食总产量依然较上年增加2.74万吨，是
全省唯一粮食产量正增长的省辖市。

藏粮于地 地生金

今年元旦刚过，农发行固始支行支持
建设 10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的首批贷款
1.4亿元就发放到位。

去年 3月，在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的基
础上，固始与农发行固始支行积极沟通，
在全省率先发起农银合作支持高标准农
田建设的创新举措，在中央预算投资每亩
1500元的基础上，每亩追加投入2110元，
实现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资强度真正“达
标”，最大限度提高新增耕地率，通过新增
耕地指标出让收益偿还银行贷款，实现政
府、银行、企业、群众多方共赢共享。

据该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丁志刚介绍，
县里正在 7个乡镇 24个村整村推进的 10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投资3.61亿
元，其中银行贷款 2.11亿元，建成后将新
增耕地5000余亩，新增有效灌溉面积4万
亩，改善灌溉面积 6 万亩，年增产收益
2000多万元，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
态效益、示范效益的“大丰收”。

通过建设规模大、标准高、连成片的高
标准农田，农村路、渠、闸等基础设施明显
提升，小田变大田，“望天田”变高产田，不
仅增加了耕地，深挖了土地潜力，还引来乡
村振兴大项目好项目，有力促进了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可谓“一子落而全盘活”。

如今固始县已建成高标准农田100万
余亩，粮食总量连年稳定在11亿公斤以上，
13次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称号。浙
江星光农业公司现代化数字化优质粮食生
产示范区项目、三河尖镇万亩茅台有机小麦

高标准示范项目也先后落地固始。
信阳是典型的农业大市，对“耕地是

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有着深切的认识。近
年来，信阳积极向上争取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加快推进中低产田改造，全市已建
成高标农田 760余万亩，占全市耕地总面
积的59.6%。

在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区域，田成
方、林成网、路相连、渠相通，旱能浇、涝能
排，基础设施条件极大改善，实现了生产
全程机械化，良种覆盖率、测土配方施肥、
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等达到 100%，粮
食品质达到无公害标准，粮食产量亩均提
高50公斤以上。

藏粮于技 技日高

元宵节一过，2月16日，光山县青龙河
农业机械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正礼，
就开始了再生稻机械化育秧的准备工作。

吃尽了农村种田的苦头、也尝到了科
技种田甜头的刘正礼，在 2008 年拿出所
有积蓄，投资40多万元购置了6台农业机
械化设备，大步走上科技种粮之路。

在他带动下，周边几个乡镇十余个村
实现了农业生产田园化管理、机械化耕
种，合作社流转经营土地超过 5600亩，年
生产粮食 540多万斤，带动建成水稻标准
化生产基地超万亩。

在农技人员指导帮助下，再生稻、有
机稻、籼改粳、虾稻共作等先进技术，刘正
礼都率先尝试并逐步向大家推广。如今，
刘正礼成了省粮食生产排头兵、全国种粮
大户，他和他的合作社也先后荣获“河南
省明星农机大户”“河南省劳动模范”“全

国农机合作示范社”“河南省农民合作社
示范社”等殊荣。

去年，刘正礼投资 2580多万元，建成
总面积达 4300 平方米的现代化育秧工
厂，可年育大田机插秧3万亩，带动建成更
大面积的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

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在
信阳，越来越多像刘正礼一样的农民，在
地方政府帮助引导下，不断提高自身科技
素质，逐步成长为“爱农业、懂技术、善经
营”的高素质新型农民，在肥沃的土地上，
生产出又多又好的粮食。

近年来，信阳深入实施“藏粮于技”战
略，积极构建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机构，
大力推广运用农业先进适用技术，不断提
高粮食生产科技贡献率。至今，全市已建
成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10个，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24个，拥有农技推广机构363
个，农技人员 2719人，建成乡镇（区域）农
技推广站 108个，为粮食增产提供了有力
的科技支撑。

在此基础上，信阳年均遴选推介农业
主导品种 30多个、配套适用技术模式 10
余项，引进、培育、推广了一批杂交水稻、
弱筋小麦新品种，使主要粮食作物良种覆
盖率达到 100%，测土配方施肥实现全覆
盖，创建省级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的步子
越走越坚实。

提质增效 质效升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大食物观”成了
人们广泛热议的话题。

“民以食为天。我们的美好生活不仅
体现在吃得饱，还要体现在吃得好、吃得

美。”和庄稼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商城县鱼
米香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俭军兴奋地说，

“这话说得太好了”。
早在 2012 年就被表彰为“全国种粮

大户”的陈俭军，经过这些年在田间摸爬
滚打，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多种粮不
如种好粮，人们吃得饱更要吃得好。

在农业科技人员的指导下，他流转农
田 3000多亩，种植晚粳稻、黑糯稻、再生
稻，靠着祖传工艺酿制“冬谷酒”，在人流
密集的风景区、商业区推广黑糯米糍粑，
收入一年比一年可观。

春风渐暖，陈俭军在里罗城景区内流
转种植的连片油菜，成了花的海洋。让
人叹为观止的是，他引种的油菜新品种，
开出的花不再是单纯的金黄色，奶白、橘
红、橘黄、淡紫、桃红、肉粉……颜色多达
七八种，五彩缤纷的花海，愈发让人流连
忘返。

“这种油菜开花观赏性强，吸引游客，
初春时节还能摘油菜薹卖，含油量在44%
以上，能生产菜花蜜、菜籽油，以后还可以
开发芽苗菜、菜花茶、菜花饼、护肤品呢。”
陈俭军兴奋地说。

据信阳市农科院油料研究所副研究
员金开美介绍，从去年开始，他们在商
城、息县等地开展油菜产业新模式探索，
全价值链挖掘“油”“菜”“花”“蜜”产值，
助力打造油菜“花海”旅游观光带，推动
信阳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今已在全
市 7个示范县（区）建成油菜绿色高产高
效技术“345”模式核心示范区 18 个，辐
射带动油菜种植 33.5万亩。

近年来，信阳市农业农村局、市农科
院等单位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深入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推动粮食种植
结构调整，深入挖掘再生稻、弱筋麦、油
菜、茶叶、山油茶、食用菌等全产业链价
值，下大力促进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如今，信阳全市优质弱筋小麦种植面
积已由2016年的 50万亩，发展到2021年
的 247 万亩；稻渔综合种养由 2017 年的
2.71万亩，发展到 2021年的 102万亩；再
生稻由 2017的 3万亩，发展到 2021年的
47万亩。

“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
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
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
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丁立平表示，
从粮食安全观到大食物观的转变，信阳唯
有更加努力，在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确保
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
物资源，奋力实现“美好生活看信阳”的绚
丽新篇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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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勇争先 更加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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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王丽
君 黄彦宾）3月 9日，新县首家“孝善大食堂”在周河乡西
河村粮油博物馆揭牌成立。

新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时圣宇表示，在乡村建设
孝善大食堂，是新县在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助力基层
治理的一次有益尝试。

据介绍，新县正在通过改扩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民
议事厅、农村幸福院等建设孝善大食堂，每月9日面向所在
村（社区）全体老人开展“5+N”活动，为老人提供包括庆祝生
日、健康体检、爱心理发、文艺演出等服务，服务人员主要由
孝心护理员、公益性岗位人员和志愿者为主，孝善宴所需经
费由爱心企业、乡贤、成功人士和在外公职人员捐赠筹集。

一顿“饺子宴”架起邻里互助的桥梁，一次“上门服务”
传递着爱的温暖，如今孝老爱亲的文明风尚在新县蔚然成
风，新县探索出的乡村善治“戴畈模式”，也在全市推广。

“我们将以孝善大食堂建设为契机，持续探索乡风文
明与基层治理相结合的新形式、新路径，让感恩向善、孝
亲敬老成为老区新县干部群众的新风尚、新实践，助推县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让‘两个更好’在老区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新县县委书记夏明夫说。7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高文
达）“请问您要办什么业务？有什么我能帮您的吗？”3月
15日，走进潢川县智慧大厦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工
作人员的问候，让人暖心又舒心。

潢川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局长胡永清坦言，
以往在银行网点、移动营业厅等星级服务场所听到的贴
心问候，如今已成为潢川县各级服务单位窗口人员的“标
配”口头禅。

不仅如此，潢川县着眼惠企利民，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在全面推行一窗通办、受审分离的基础上，紧紧围绕

“一次办”“网上办”“就近办”改革要求，实现全县乡镇（街
道）便民服务中心自助政务服务一体机全覆盖。同时，县
里还在网办区增设服务专员，让办事企业群众有求必应、
随叫随到、服务周到。7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要米有米，要面有面——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的“信阳担当”

新县成立乡村“孝善大食堂”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晶晶）“经过共同努
力，信阳毛尖的品牌、质量都得到极大提升，全民维护‘信
阳毛尖’茶品牌已经成了自觉行动。”

3月14日，在信阳市2022年“共促消费公平”3·15新
闻发布会上，信阳市市场监管局二级高级主办邓云峰表示。

2019年以来，信阳市连续三年开展了“春雷护茶”专
项行动，严厉查处信阳区域外的茶叶冒充“信阳毛尖”，非
法印制、买卖带有“信阳毛尖”及“信阳毛尖”证明商标标
识的“三无”包装，严查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等茶叶市场
违法违规行为，取得明显成效，形成了全省共治氛围。郑
州、洛阳、安阳、平顶山等地市场监管局积极参与，查处了
一批涉及信阳毛尖茶的违法违规案件，有力维护了“信阳
毛尖”的品牌信誉。信阳茶叶质量明显提升，2021年茶
叶抽查检验 170 个批次，不合格批次占比 1.17%，较
2019年的21.6%有了大幅度下降。

邓云峰表示，新茶即将上市，信阳市场监管部门将进
一步发挥市场监管职能，为促进“信阳毛尖”茶产业高质
量发展作出应尽的贡献。

发布会上，还通报了2021年信阳市消费投诉热点，主
要集中在一般食品、家用电器、家居用品、交通工具、服装鞋
帽、公共事业服务、餐饮和住宿服务、文化娱乐体育教育服
务、制作保养修理服务、美容美发服务等十个方面。7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晶晶 通讯员 刘袁
昕）3月 11日，国网信阳供电公司在平桥区平昌关镇李
营村，成功实现为 10千伏昌 4线 17号杆分支线路带负
荷加装智能融合开关。

据介绍，这是全省首次同时利用绝缘脚手架和蜈蚣
梯开展第三类带电作业。配网不停电作业方式分为绝缘
杆作业法、绝缘手套作业法、综合不停电作业法三种四
类。本次开展的带电作业为三类复杂绝缘手套作业法项
目，属高风险等级。

本次带电作业地点属于山地丘陵地形，路面崎岖不
平，常规带电作业使用的绝缘斗臂车无法通行，况且加装
智能融合开关需要在电杆双侧同时带电操作。经现场研
判，施工最终确定同时使用新型带电作业工具——蜈蚣梯
和绝缘脚手架，两侧作业人员相互接应，历时3小时，终于
成功完成开关安装和带电接火，减少停电1390时户数。

国网信阳供电公司总经理江建表示，他们将坚守“不
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原则，全面推广绝缘脚手架、蜈蚣梯
等不停电作业方式，力争在年底前完成1685台智能融合
开关加装工作，推动配网人工运维向智能运检转变。7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曹良刚

3月 13日，恰逢周末，春光正好，商城县
达权店镇黑河村漫山遍野野樱盛开，美不胜
收。山外游人竞相前来，赏花、拍照、游玩，
欢声笑语在青山绿水间肆意流淌。

“这里溪水清清、怪石嶙峋、古树林立、
竹海深深、樱花满山，是世外桃源、人间仙
境，更是网红打卡创作吸粉的绝佳之地。”网
友“花儿睡”高兴地说。

“路虽难走，可是好景在上面，爬上山
顶，真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

觉。”商城县摄影家协会主席易昌德风趣
地说，“到这里踏青赏春，不但锻炼了身
体，还顺带体验了一把周小姐的爱情苦
旅。”

原来，这里流传着一位多情的周小姐苦
等情哥的爱情故事。当地一首歌谣生动唱
到，“一出南门下马河，长冲口子穿街过，亮
甲山下歇歇脚，达权店里问英窝，清风岭下
是黑河，四十八节路难走，仙桃冲里岔路多，
蜜蜂崖下等哥哥。”

现如今，歌谣里这“四十八节”弯曲陡峭
的山路成了“网红”，很多人慕名前来，都要
亲自走一趟周小姐的爱情苦旅。

山脚下有一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董大畈传统民居。董大畈传统民居建于清
代晚期，为地方绅士董省三所建。据黑河村
党支部书记余恨介绍，清末民初黑河商旅往
返频繁，当时董姓一族是商城旺族，在鄂豫
皖三地赫赫有名。这里的建筑艺术特色体
现了豫南清代民居建筑的典型性，是现存较
为稀少的地方民居之一。2016年 1月，董大
畈传统民居被省政府列为第七批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

除此之外，黑河村还是我省传统村落，
这里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刘邓大军送
牛纪念地，以及 500多年前的老河堤等古迹

遗址多处。
“这里离县城远，加上道路崎岖，早些年

交通极为不便，发展缓慢。近年来，随着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水泥路修到
了村组，大山里的油茶、茶叶、中药材等产业
逐渐发展起来，游客也越来越多，老百姓的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余恨说，村内的项家老
宅还成了网红打卡地。

“黑河村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
随着我们对自然山水、历史文化和红色资源
的挖掘利用，这个藏在深山人不知的美丽小
村，一定会越来越火。”商城县达权店镇党委
书记李喜华说。7

信阳“春雷护茶”专项行动见成效

信阳大胆尝试复杂地形
高风险等级带电作业

潢川县

优化营商环境“走新”更“走心”

藏在深山的黑河村出圈了……

春光明媚，茶山竞翠。登上信阳市浉河区浉河港镇
西湾村高处，连绵起伏的茶山，好似碧波荡漾的大海，呈
现一幅“春到茶山万芽发”的美丽画卷。图为3月18日，
驻西湾村第一书记肖继存（右）正与该村“80后”茶业带
头人杨磊一起查看春茶长势。7 魏震 摄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3月
15日，春日渐暖，光山县斛山乡
的万亩桃园里，桃花渐次开放，
吸引众多游人前来赏花。

畅游在连绵的花海里，呼
吸着醉人的清新空气。桃花朵
朵笑春风，人面桃花相映红。
大家纷纷拿起手机相机，拍短
视频，发抖音、朋友圈，争先恐
后要把眼前这迷人的景色与远
方的亲朋分享，欢声阵阵、笑语
连连，直把这万亩桃园变成了
春日赏花嘉年华。7

谢万柏 摄

共赴春风之约共赴春风之约
尽赏万亩桃花尽赏万亩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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