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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县

特色产业赋能乡村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吴文狄）

7月20日，在商城县河凤桥乡特色产业科技示范园鱼菜共生大
棚内，无土栽培槽里芹菜、油菜长势喜人，鱼池中鲟鱼、鲈鱼等
畅快游动。抛下一把鱼食，成群的鱼儿争相抢食，好不喜人。

“‘鱼菜共生’，简单地说就是鱼和蔬菜循环种养的生态生
产模式。”科技示范园负责人方杰表示，通过形成“鱼肥水—菜
净水—水养鱼”的生态循环系统，以活水养鱼，鱼的肉质更紧
实，味道更鲜美；养过鱼的水种菜，菜的营养更丰富，品质更好。

这个科技示范园共占地 115亩，投资 2000余万元，除水
产培育观光区外，还有智慧大棚区和科研加工体验区等。这
里以油茶、水稻、蔬菜、花卉、果木、中药材、水产品等农特产
品种苗培育和特色产业示范为主，并配套建有水上餐厅、儿
童水上乐园等，是一座集科技研发、技术培训、旅游观光、青
少年劳动实践、试验示范于一体的特色产业科技示范基地。

“我们计划用 5年时间将示范园打造成为信阳市乃至大
别山革命老区特色产业核心研发园区、示范引领基地，辐射
带动全县形成15万亩蔬菜瓜果种植，50万亩优质油茶和3万
亩中药材种植。”谈及未来，方杰兴奋地说。

近年来，商城县坚持“农旅结合、以农促旅、以旅富农”的
发展思路，大力推动“旅游+特色产业”发展，将休闲农业发展
与现代农业、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农民创业创新融为一体，
实现乡村旅游与地域特色有机融合，不断为乡村振兴和农业
高质量发展增势赋能。7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李林
欣 王长江）7月 20日，走进淮滨县防胡镇林洪寨村，只见村
口水塘边，一只只大白鹅体态匀称、活泼健壮，见到来人齐声
引吭高歌，场面煞是壮观。

鹅的主人、今年 26岁的郑松涛，就是靠着这些大白鹅走
上了致富路。2020年年初，受疫情影响，郑松涛原本经营的
饭店生意冷淡。无奈之下，他返回家乡学习养殖技术。在他
人指导下，郑松涛很快学到了白鹅养殖技术。去年2月，他从
安徽引进皖普白鹅苗3000多只。

“皖普白鹅是经过长期人工选育和自然驯化而形成的优
良地方品种，适应性强、觅食力强、耐寒耐热、耐粗饲、合群性
强。早期生长快，肉质细嫩鲜美……”说起自己的宝贝鹅，郑
松涛滔滔不绝。

这些大白鹅长成后每只平均售价在三百元左右。去年他
养殖了4批共一万多只鹅，年纯收入20万元左右。

尝到了养鹅甜头的郑松涛，今年扩大了养殖规模。上半
年，他分两批购进7000多只大白鹅，“如今，大的已有十多斤，
小的也有二三斤重了，首批中秋节前可以出售。”郑松涛说，一
步一个脚印，走在小康路上，心里特踏实。7

淮滨县

大白鹅“唱响”致富歌

暑假期间，位于平桥区会展中心的图书馆，成了中小学生
“充电”避暑的好去处。馆内不仅藏书丰富，还有电子图书借阅
机。读者只需用智能手机下载相关软件，扫一扫图书的二维
码，就可以将电子书下载到手机上阅读。图为7月14日，孩子
们在图书馆里安静阅读。7 易希临 摄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聂建
武 黄彦宾）盛夏时节，新县陡山河乡武占岭生态旅游度假区
内，游人如织。大家或在玻璃栈道上“空中漫步”，饱览山光水
色，或在溪水中漂流嬉戏，欢笑声回荡在景区。

“从穷乡僻壤到旅游胜地，武占岭的发展，离不开党委政
府和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7月 18日，武占岭度假区负责人
罗传周感慨道。

几年前，罗传周怀揣激情，回乡创业，依托家乡优势资源，投
资亿元建设武占岭生态旅游度假区，打造乡村休闲旅游精品。

新县将其纳入首个“999”回归创业工程项目，全力推动项
目落地。短短几年，武占岭生态旅游度假区已成为集生态旅
游、休闲度假、激情漂流、古村落保护等于一体的生态漂流度假
景区，带动周边223户脱贫户和3000余名群众就业、增收。

新县在狠抓经济建设的同时，注重发挥商会企业作用，积极
实施回归工程“引雁归来”，以“真情留雁、政策强雁、事业领雁”，
积极引导和鼓励他们回乡创业、兴办实业、发展产业、带动就业。

据统计，目前新县农民工群体返乡创业 1.8万人，累计创
办特色种养、加工制造、建筑建材、餐饮服务等各类市场经营
主体1.9万家，带动投资39亿元，年创产值84亿元，带动就业
9万余人次。7

新县

“回归工程”引凤还巢

光山县在全面整治取缔学科类课外培训机构的基础上，
引导开设艺术类、体育类、科普类特色课堂，丰富留守儿童
假期生活。图为 7月 18 日留守儿童在老师指导下学习舞
蹈。7 谢万柏 摄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家住潢川县工业大道阳

光新城的黄大爷，自从 7月 1

日家门口的城市公园华光园

开园后，他再也不用推着童

车、带着孙子，穿过几个路

口，到去年秋天建成的光州

滨河公园遛弯了。

7月 1日，潢川喜事接二

连三：南海湖公园建成开园，

光州公园暨潢河生态综合治

理工程一期开工……最让人

兴奋的，是在同日揭牌成立的

光州城市研究院内召开的潢

川县公园建设体系说明会，该

体系着眼领先全省全市县域

公园建设，为潢川绘就了“一

轴两翼四大园”的城市公园布

局，推动实现“300 米见绿、

500米见园”。潢川成为信阳

首个规划出台城市公园建设

体系的县区。

7 月 18 日，谈起正在加

速推进的花园城市建设，潢

川县委书记赵军伟表示，潢

川牢记“两个更好”嘱托，以

豫东南高新区建设为契机，

按照“引花入城、理水通脉、

绘 蓝 织 绿”的 思 路 ，落 实

“1335”工作布局，着力花园

城市建设，正全力打造健康、

宜居、智慧、韧性的“水城花

乡新光州”，推进建成信阳副

中心、大别山区域中心城市，

奋力书写“美好生活看信阳”

的绚丽潢川新篇章。

千年光州留记忆

一河风雅颂，千年润光州。
依大别、临长淮的潢川，小潢河穿城

而过，古光州城分南北，南弋阳、北春申。
这里区位优越、交通便利，自古城市繁盛、
商旅云集，素有豫南“小苏州”之美誉。

潢川人文厚重，人才辈出，春申君黄

歇、开漳圣王陈元光、大文豪马祖常、两
江总督胡廷干、著名作家王实味……这
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在潢川人尽皆知。

南城弋阳古镇，为历代县、郡、州、府
所在地。城内南湖俗称“小南海”，依湖
建有观音禅寺、清真寺、天主教堂、基督
教堂、道教三义观，五教共生共荣、和睦
相处，久负盛名。被收入《中国名胜大词
典》的铁旗杆，就在三义观内。

南湖周边，保留有明清时期的大巷、
中大、南国西天等三条主街道和孟家过
道、金斗湖沿、回回营等十余条老街，以
及清代的胡家大院、苏家大院、李家大院
等传统民居58处，民国时期老宅11处。

“传承历史文脉，为城市留住记忆，让
城市更宜居，让生活更美好，这才是城市更
新发展的正确方向。”潢川县县长余华说。

2020年 5月，作为当年潢川县“十大
民生实事”之一，总投资1.01亿元的潢川
南海湖公园项目开工建设。

两年多来，湖边滥占乱建的违规建
筑被一举拆除，湖底清淤十万余立方米，
沿湖改造铺设了污水管网，新建提排站、
公厕各一座，湖面修筑拱桥 2座、亭台 2
座、莲花亲水平台 3座，构建湖面九曲栈
道，湖畔也整治一新，绿化到位，“水、花、
亭、古”四大主题，完美呈现出古光州的
深厚文化底蕴和水城花乡的城市个性。

据潢川县副县长刘俊介绍，在规划建
设光州、弋阳、春申、定城4个500亩以上
大型公园、搭建城市公园骨架的基础上，
潢川坚持因地制宜、共享美好，以“光”字
命名 14个已建成的公园，分别为：阳光
园、月光园、华光园、祥光园、瑞光园、宁光

园、浮光园、流光园、光国园、光城园、光泽
园、光兴园、光景园、光邑园，旨在留住光
州记忆，展现光州文化，建设美好新光州。

百里水城润心田

走进光州城市研究院，一图尽览潢
川城市公园布局：穿城而过的小潢河，成
为润泽万家的滨河绿色走廊，与南北两
侧的蔡氏河、老龙埂水库水系，构成“一
轴两翼”的城市绿肺；光州、弋阳、春申、
定城四大公园，宛如四颗璀璨的明珠，熠
熠生辉；32个街边公园，星星般散落在水
城花乡，辉映着人们的幸福生活。

潢川蔡氏河，曾经河床淤积，生态堪
忧。2020年 3月，潢川“四水同治”项目
之一的弋阳公园项目在此启动。因为楚
并黄国后置弋阳县，为潢川置县之始，为
展现 2700多年来厚重历史和丰富文化
底蕴，故命名为弋阳公园。

“音乐喷泉、音乐广场、游乐场、足球
场、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门球场等
一应俱全，城市书房、文化长廊、能量加
油站等服务设施一样不少……”站在蔡
氏河边，对照着规划图，项目负责人丁严
详细描述着弋阳公园的美好未来。

如今项目建设已完成 40%，黑臭水
体治理完毕，已清淤21万立方米，疏浚排
水明沟1300米，开挖河道6万立方米，回
填路基1.2万立方米，正进行水、电、通信
等管网施工，明年五一将可建成开园。

新开工的光州公园，是潢河生态综
合治理工程，从彩虹桥延伸至豫东南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面积约 1863亩。

作为水城花乡和生态建设相融合的省重
点项目，开启了潢川打造沿潢流域经济
带、实现淮河流域生态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示范县的愿景。

为传承古光州千年历史，公园以“光
州”命名，规划有运动场、儿童乐园、滨水
漫步道、文化长廊等，建成后将是集观赏
游览、文化阵地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开放
式、综合性大公园。

同样，规划建设的春申公园则系老
龙埂水库泄洪渠湿地，拟以春申君黄歇
封号而命名；拟建在小潢河南岸定城街
道的定城公园，则为纪念北齐时期以南
弋阳置定城县而命名。

如今，潢川规划建设的大小公园 36
个，已建成开园 14个，在建公园 5个，另
有17个公园将逐步开建。

四季花乡享美好

华光园并不大，处于潢川城区与产业
集聚区接合部、工业大道与春申路交叉
口，原是老旧棚户区，与周边阳光新城、盛
世阳光等新楼盘相比，显得破烂不堪。

为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
升城市人居环境，今年 4月，潢川决定将
此处打造为城市节点公园。通过疏林草
地、大地艺术以及极简风格的中心景观，
将公园分为形象区、体验区、休闲区三个
功能空间，突出“蕴酿”主题，营造出“简
约而不简单”的意境与趣味。

公园内潢川首个城市书屋——“光州
小屋”分类设置了成人、儿童阅读区和水
吧、文创店，并采用不同建筑装饰材料，配
置不同的桌椅，打造温馨如家的阅读空间。

休闲区建有风雨廊道、休息茶吧，露
天安装了跷跷板、滑梯、儿童城堡等游乐
设施，满足不同人群休闲需要，构建品质
生活。

作为提升政务服务的一种创新尝
试，公园一角还特意设立了婚姻登记处，
精心设置草地、花墙、T台和背景墙，方
便“领证”情侣拍照留念，为婚姻大事营
造庄重而又浪漫的氛围。

“服务人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余华表示，锚定“两个确保”，对标“十大
战 略 ”，落 实“1335”工 作 布 局 ，坚 持

“12345”总体思路，美好生活看信阳、花
园城市看潢川，指日可待。7南海湖公园美不胜收。7 刘宏冰 摄 潢川人民华光园里享美好。7 刘宏冰 摄

潢川绘就水城花乡新光州美好蓝图潢川绘就水城花乡新光州美好蓝图。。77 刘宏冰刘宏冰 摄摄

水城花乡新光州的美好嬗变

一场聚焦安全生产的监督大考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瓮彦君

安全生产，国之大者，民之大事。事关
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级党委政
府高度重视，广大人民群众密切关注。

7月 19日 12时，在对气象预警信息会
商研判后，信阳市防指决定启动防汛 IV级
应急响应。信阳市城市管理局相应迅速启
动了中心城市排水防涝 IV级应急响应。

防止出现大雨大涝、小雨小涝、逢雨必涝
现象，不仅是信阳中心城市防汛指挥部的重
要职责，同样是前不久召开的信阳市人大常
委会安全生产专题询问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6月 28日下午，百花之声信阳市人大
常委会会议厅座无虚席，在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谢天学的主持下，一场聚焦安全生产
的监督大考拉开帷幕。

“考官”由9名信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市人大代表组成。“考生”是信阳市应急管
理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教育体育局
等14个市直责任单位领导班子成员。

“首先请第一组询问人周继昌、孙高
俊、王定清同志到询问位置就座，请被询问
单位市发改委领导班子成员接受询问。”

第一组“考官”和“考生”走上台前，开
始面对面询问，实打实作答。

“2021年 10月，信阳市人大常委会作
出了关于加强安全行为规范的决定，规定
每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一为‘全市安全日’，
请问你单位和监管的行业领域是如何组织
落实此项规定的？”周继昌委员率先发问。

专题询问要问得实，问得准，“问”前做
足功课尤为重要。

今年5月份，信阳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
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河南省
安全生产条例》执法检查，同步对信阳市人大
常委会《关于加强安全行为规范的决定》落实
情况进行专题调研。执法检查和调研中发现
的薄弱环节，人民群众关注度较高、反映较强
烈的突出问题，正是这次专题询问的重点。

专题询问会历时一天。9位询问人分
三组轮流担任“考官”，14个接受询问的单
位依次“应考”，一个个“辣味”十足、切中要
害的问题接连抛出。

“我市每年未成年人溺水事故时有发
生，学生生命安全受到冲击，作为学校主管
部门，在加强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故方面
采取了哪些措施？”余国忠委员问。

“坚持‘2339’工作法，即狠抓隐患水域
和隐患群体‘两个隐患’排查，全面、动态实
行红黄蓝‘三色水域’管理，紧盯重点水域、
重点时段、重点人员‘三个重点’，坚持‘看住

水、拉上网、管好人’九字工作法，全力构建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闭环式防护体
系。”信阳市教体局有关负责人讲明措施。

燕炜委员问，道路运输安全生产事故
的发生率和死亡人数在各类事故当中占比
较大，是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
大隐患。请问你局对交通运输企业如何实
现有效安全监管？

信阳市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答，依托
全市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系统对全市
1420台“两客一危”车辆进行重点监控，对于
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不按核定的线路运行等
严重违法行为进行即时提醒和处置，同时要
求企业建立24小时动态监控值班制度，确保
监控车辆不漏一台，违法行为零容忍处置。

“请问市住建局在开展全市农村房屋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中做了哪些工作？”

“请问市消防救援支队是如何做好高
层建筑防火安全工作的？”

……
询问者代民发问掷地有声，直言不讳，应

询者向民作答言辞诚恳，不遮不掩，在一问一
答中，问到了症结、问明了责任、问出了思路；
答出了态度、给出了对策、作出了承诺。

每一轮询问结束后，信阳市人大常委
会组织人员现场对被询问单位应答情况进

行满意度测评。
“一对一提问，面对面作答，现场满意度

测评，这种公开透明的做法是对老百姓负
责。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答复都十分满意，但
可以感觉到各个部门都在尽最大努力改进
工作，让群众有所期待。”人大代表叶阳说。

“第一次旁听人大常委会会议，心情很
激动，感触最深的是专题询问会，问的都是
群众最想问最盼着解决的问题，回答也实
事求是。”旁听公民代表袁媛说。

专题询问，始于问，不止于答。“此次专
题询问的每一个问题，既是市人大常委会委
员和市人大代表对‘国之大者’的深刻感悟，
也是他们用脚步丈量出来的民声民意。被
询问单位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措，对
全市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谢天学表示，专
题询问会后，信阳市人大常委会将对需要解
决的问题梳理归纳，提出办理意见建议，交
由市政府和有关责任单位研究办理。10月
份召开的信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将听取
和审议意见建议办理情况。下一步，还要对
各位委员、代表提出的问题及问题整改情况
进行调研视察，适时开展“回头看”，并根据
整改情况决定是否进行二次满意度测评，形
成审议、跟踪、督办、问效的监督闭环，确保
有询问、有答复、有整改、有结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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