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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2亿斤！比上年增

加3.36亿斤，再创历史新高，

刚刚出炉的 2022 年周口农

业农村部门夏粮测产数据令

人振奋。截至目前，“豫东粮

仓”周口已实现夏粮生产“二

十连丰”。

“丰收”的密码是什么？

关键在于良田、良技。放眼

望去，豫东广袤的大平原上，

农机轰鸣大显身手，新品小

麦层出不穷，一片片农田纷

纷蝶变为“智慧田”，为丰产

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周

口市坚持把“国之大者”牢记

心上，坚守耕地红线，深入实

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依靠科技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农业高质量转型升级取得突

出成就，为大国粮仓持续稳固

作出贡献。近日，记者走进

“三夏”生产一线，和农户、农

机手、测产专家一起了解“二

十连丰”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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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连丰二十连丰””背后的周口担当背后的周口担当
□本报记者 方化祎 李昊 本报通讯员 穆文涵

6月 5日 10时 44分，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成功发射。由扶沟县韭菜研究所精心培育的120克韭
菜种子，作为实验物品，随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开
启了为期6个月的“太空之旅”。

“时隔6年，我们再次把韭菜种子送入了太空。”扶沟县韭
菜研究所负责人刘顺德早早守候在电视机旁，目睹神舟十四
号载人飞船发射全程的他难掩心中的激动与自豪。

2016 年，扶沟县韭菜研究所首次开始尝试太空育种，
“韭仙子”系列韭菜种子搭乘着中国首颗微重力科学实验卫
星——“实践十号”卫星遨游太空12天。

“相比常规品种，太空韭菜产量倍增，每茬亩产万斤以
上。”刘顺德介绍，韭菜种子在高真空和失重条件下，经微重粒
子、强辐射作用，种子的形状、性状、品质、抗性等发生了变异，
再经过筛选、育种、试种，培育出的新品种韭菜生长迅速，宽厚
肥嫩，粗纤维极少，口感辛辣味浓，市场前景广阔。

本次太空育种的韭菜品种包括“韭王子”100克、“久黑”
20克，约 3万粒种子。“相信此次太空育种实验同样会取得令
人满意的成果。”刘顺德说。

据了解，扶沟县韭菜研究所是国内唯一以杂交韭菜育种、
太空韭菜育种、繁育销售为主的韭菜科研基地，目前拥有韭菜
育种材料206（种）个，韭菜种子繁育基地1.08万亩，是国内韭
菜品种最多的韭菜品种资源库。9

□本报记者 方化祎 李昊 本报通讯员 李小伟

6月 14日，走进鹿邑县中俊美妆项目建设现场，机械声
隆隆作响，办公楼、宿舍楼、厂房已完成装修，工人们正在车间
内安装调试美妆产品生产设备，一派火热景象。

“项目总投资10.5亿元，全部建成投产运营后，可年产化
妆刷 2000万套、护肤及彩妆类化妆品 5000万套，年产值达
30亿元，利税2.4亿元，带动3000余人就业，促使各类美妆产
业要素在园区集聚，形成符合国际标准环保体系的特色产业
集群。”中俊美妆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牛祥宇介绍。

今年以来，鹿邑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强化
“项目为王”工作理念，主动围绕项目建设“全链条”“全生命周
期”做好各类服务保障，确保项目快建设、稳投产、早达效。

目前，鹿邑县12个省重点项目已按计划开工11个，完成
年度计划投资93.11亿元，占比78.5%；24个市重点项目已按
计划开工 23个，完成年度计划投资 94.86亿元，占比 70.6%。
省市重点项目进展均实现“双过半”目标任务，有效缓解了疫
情对经济的冲击，保障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趋势。

与此同时，鹿邑县严格落实落细中央、省、市稳经济一揽
子政策，扎实推进“八个深化”，打好保市场主体组合拳，确保
政策“红利”惠及每一个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陈传波是河南护理佳纸业热力有限公司负责人，近日办
理了退税业务。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上午刚在电子税务系
统提交退税申请，下午退税款就到了公司账户。

“不用去大厅，在公司就可以办理，还有人视频辅导，办事
效率非常高。”陈传波告诉记者，这笔退税缓解了企业资金压
力，加快了企业复工复产的进度。

据了解，今年以来，鹿邑县共减免各类税费1.44亿元，退
税金额 2.18 亿元，惠及企业 5514 家，让优化营商环境持续

“升温”。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强化要素保障，严格落实‘要素’

跟着项目走，打造务实高效的重点项目服务保障机制，及时解
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
效。”鹿邑县发展改革委主任李浩表示。9

□本报记者 方化祎 李昊 本报通讯员 付留兵

6 月 10 日，走进周口市淮阳区城关镇贾庄村莱恩服装
厂，几十台缝纫机飞快转动，机器设备井然有序，员工们全神
贯注地缝合、熨烫、包装。不久后，一批款式新颖的针织衫将
从这里出发，漂洋过海出现在欧美国家的服装市场上。

今年32岁的雷肖肖是莱恩服装厂的负责人，从事服装行
业多年，以前在东部沿海城市开服装厂。当谈到为何选择返
乡创业时，她表示除了有家乡情结外，更重要的是当地政府让
她看到了希望。

“我有技术有经验，一直想回家乡做点事、帮帮忙。今年
2月，淮阳区委办公室驻村工作队得知俺的想法后，亲自上门
讲解返乡创业优惠政策。”雷肖肖说，为保障服装厂及时投入
生产，驻村工作队协调村委会提供了300平方米的厂房，还帮
忙招工，送来口罩、酒精等防疫物资。

“每月能挣四五千元，上手快，经过 1周左右的培训就能
上岗。最省心的是厂子就在村里，还不耽误照顾老人和孩
子。”正在进行袖肩抽皱的村民贾改艳说。

“目前，我们已吸纳了周边近30名村民就业，其中有一小
半是脱贫户、残疾人。接下来我还准备继续扩大规模，加强对
员工的技术培训，吸引更多乡亲在‘家门口’就业。”雷肖肖说，
回到家乡倍感亲切，要和乡亲们共同编织“乡村致富梦”。

在淮阳，像雷肖肖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学成技艺回到家乡创业，在乡村振兴中大展拳脚，开创一
番新天地。

淮阳区以“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和“人人持证、技能河
南”建设为契机，深化营商环境综合改革，完善激励机制和扶
持政策，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打工
经济向返乡经济转型，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以来，该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3万人次，新增技能人
才 2.7万人，新培养技能人才 1万余人。截至目前，全区返乡
创业人员约 3万人，创办各类经营主体 2万家，直接带动 9.1
万人就业，不仅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更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新动
能。9

淮阳

“引凤还巢”为乡村振兴提速

□本报记者 方化祎 李昊
本报通讯员 李小伟

麦收时节，鹿邑县穆店乡韩白园村
75岁的韩大爷手捧着刚收获的小麦，脸
上乐开了花：“你看看这麦穗多饱满，今
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田野里，一台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
梭作业，秸秆打捆机紧随其后、吞进吐
出，只留下一团团整齐的秸秆捆和不高
于10厘米的麦茬。

“以前每到麦收，农民朋友都要为怎
么处理小麦秸秆感到头疼。一旦处理不
好，不仅容易造成环境污染，还会破坏土
壤结构影响接下来的夏种，增加火灾风
险。现在通过秸秆综合利用，环境污染
减少了，农民收入增加了，‘生态包袱’变
成了‘绿色财富’。”鹿邑县副县长乔伟
说。

据了解，鹿邑县是全国粮食主产区
和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建有高标准农
田98.1万亩，曾先后被评为“全国主要农
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全国平安
农机示范县”。

近年来，该县以农机购置补贴为契
机，与当地生物发电厂、养殖大户及饲料
深加工企业对接，引导群众购置小麦秸
秆打捆机向企业输送秸秆，使秸秆变废
为宝。

在鹿邑县试量镇丁北村村民丁宁流
转的 500 亩麦田里，打捆机在前有序作
业，抓捆机在后紧跟装车，及时向外输送
打好捆的秸秆。

丁宁是镇里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
种粮大户。前几年，他注册成立祥隆农
民合作社，与山东一家大型饲料加工企
业及专业秸秆打捆队签订了小麦秸秆回
收协议，尝到了秸秆综合利用的甜头。

“今年我计划在全镇承接3万多亩麦田的
秸秆回收任务。”丁宁说。

小麦秸秆回收不仅让农民增收，还
帮县里的养殖大户们解决了饲料问题，
降低了养殖成本。

赵村乡胡山村村民梁留报养殖了
200多头牛。今年，他与鹿邑县洪山农机
合作社达成合作收购小麦秸秆。

“俺一次性收购了15吨小麦秸秆，搭
配其他饲料，经济又划算。用这种方法
喂牛，一头牛从出生到出栏大约能节约
三四百元的饲料钱。”梁留报介绍。

“秸秆综合利用串起了一条资源节
约、低碳环保、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的‘绿
色产业链’，接下来我们将加大推广力
度，进一步提高全县的秸秆综合利用
率。”乔伟说，目前鹿邑县小麦秸秆打捆
机已有 500 多台，小麦秸秆回收每年为
农民增收约6000万元。9

小麦秸秆成为农民“致富宝”

小满一过，太康县逊母口镇农技站
站长谭均民就忙了起来。墒情预警、土
壤养分监测、干热风预防、病虫害防治，
随处可见他忙碌的身影。“小麦扬花授粉
结束，进入灌浆期，一年的收成就在于这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月，可千万不能
马虎。”谭均民说。

谭均民最关心的区域是逊母口镇北
部的 2.5 万亩高标准农田。随着统一供
种、统一配方施肥和优质小麦繁育等工
程的相继实施，高标准农田内粮食产量
连年增加，已成为该县粮食增产增收增
效的标杆地块。

“我承包了 80亩地，去年小麦总产

量突破 10万斤，其中有 3亩地被镇里评
为‘状元田’。虽然腿有残疾，不能打工
挣钱，但是靠着地里的收成，我照样能
致富奔小康。”该镇刘桥村村民于有汪
说。

“一个人种 80亩地，能忙过来吗？”
“轻轻松松，现在是电卡一插就能浇地，
电话一打就有无人机飞来打药，微信一
发大型农机下午就赶到，省时又省力，就
像个‘甩手掌柜’。”

这只是周口市建设高标准农田、科
技兴农的一个缩影。今年小麦稳产高
产，高标准农田建设功不可没，土壤墒情
监测、病虫害监测、自动化灌溉、气象观

察、无人机植保等集成化设施，为传统农
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近年来，周口市大力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累计建成937万亩高标准
农田。这些高标准农田，为减灾抗灾、增
产增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

“‘十四五’期间，我们还将实施新一
轮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工程，大规模开
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中低产田提质改
造，争取‘十四五’末建成高标准农田
1000万亩以上，亩均投资4000元以上的
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 100 万亩以上，进
一步夯实粮食安全保障基础。”周口市农
业农村局局长张华说。9

扶沟

韭菜种子随“神十四”开启太空之旅

鹿邑

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本报记者 方化祎 李昊

风吹麦浪，处处飘香。6 月 2 日上
午，记者跟随沈丘县农业农村局专家组
到该县麦田进行实地测产。

半路上，周营镇孔营村种粮大户王
守书通过微信视频报喜：“我那 200亩麦
田已经收割了，亩产 1280斤，可不少！”
电话那头，王守书显得很是兴奋。

“每一株麦苗都来之不易。去年秋
种，周口受洪涝灾害影响，导致冬小麦大
面积晚播，老王家的小麦晚播了 10 多
天。当时，老王见到我们可是满脸愁
容。”沈丘县高级农艺师韩成祥说。

为了保证小麦正常生长，让农民吃

下夺取夏粮丰收的“定心丸”，去年汛情过
后，周口立即在全市范围内狠抓晚播小麦

“四补”措施落实。小麦播期虽然总体推
迟，但全市麦播面积与去年相比持平略
增，以周麦36为主的周麦系列、百农307
为主的百农系列品种等主推品种面积占
比高达85%以上，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

优选种子增强了农民应对风险挑战
的底气。以周麦 36为例，“这个品种相
当优秀，抗倒伏、抗倒春寒，抵御风险的
能力很强。年后虽然有倒春寒，但基本
没影响小麦长势。”韩成祥说。

市县专家组成助农小分队划片包

干，深入田间地头，在小麦促弱转壮、施
肥浇水、病虫害防治等各个阶段对农户
进行指导，开展全流程科技服务。“俺家
的小麦长势，就是在专家组的指导下狠
抓肥水管理才转好的。”王守书感慨道。

针对今年小麦条锈病、赤霉病重发
态势，周口还重点安排部署了病虫害防
控工作，落实中央救灾“一喷三防”资金
5241 万元，开展“一喷三防”1323 万亩
次，实现小麦“一喷三防”全覆盖，最大限
度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在一系列科技“组合拳”的协同发力下，
全市小麦终于“闯”过重重难关，喜获丰收。

“孩子们，咱家麦罢啦，你们猜地里
来了多少人帮咱？有镇村干部、驻村工
作队，还有志愿者小分队！”5月 26日，老
苗扯开嗓门，第一时间向在上海、江苏工
作的孩子们“报喜”。

今年 65岁的苗良学，家住沈丘县白
集镇苗营村。由于前几年在工地上摔伤
了左腿，干不了重活，孩子又不在身边，临
近麦收，老苗急得直发愁。“两个儿子和儿
媳都在外打工，因为疫情回不来，家里这8
亩多的小麦，俺一个人该咋收呀！”

咋整？正当老苗为此忧心忡忡的时
候，镇里来了收麦的“好帮手”。

沈丘县委巡察办驻村第一书记黄质
彬和镇里组建的志愿者小分队主动来到
老苗的麦田里，给他上门帮忙。

“我们镇根据各村外出务工人员家
庭及‘五包一’家庭现状，组织了 128 台
大型联合收割机，成立76个帮扶小分队，
帮助全镇 4673 个因疫情无法返乡的务
工人员家庭、‘五包一’家庭和老弱病残
困难户做好夏收、夏种工作。”白集镇党
委书记张艳斌介绍。

大型联合收割机开始下田作业，老
苗的麦地里，帮扶小分队干得热火朝天。

“今年的小麦长得真不赖，估摸着每

亩地能打 1300 多斤。”眼瞅着小麦一会
儿工夫已收完装袋，老苗喜出望外。

据悉，为了让在外务工的乡亲们安
心工作，今年夏收期间，周口市共投入
3.2万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参加机收会战。

“市域内的小麦成熟时间有3到 5天
的时间差，我们充分利用时间差，先从北部
的县调配机器到南部县开展收割，在南部
县收割基本完成后，再将机器从南到北进
行转移，弥补各地区机器数量的不足。”周
口市农机服务中心主任赵振介绍。

经过一周的努力，全市收割任务基
本完成，实现“颗粒归仓”。

科技兴农“组合拳”打出丰收年

抢天夺时 共闯夏收“最后一关”

增产增效 高标准农田有“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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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沟县大李庄乡千亩高产示范田喜获丰收扶沟县大李庄乡千亩高产示范田喜获丰收。。99 黄金峰黄金峰 摄摄

农业专家在沈丘县进行实地测
产。9 谢辛凌 摄

鹿邑县试量镇的一处麦田里，打捆
后的小麦秸秆正在装车。9 郭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