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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古国凡

秋雨过后，伏牛山余脉灵武山脚
下，汝河岸边的襄城县十里铺镇王庄村
山清水秀，果蔬飘香。一条多彩的乡村
旅游通道，在绿树成荫之间蜿蜒向前，
串起一座座村庄、果园、农场。

“今年瓜果丰收了，走，我带你们到
大棚里看看！”王庄村党支部书记陈桂
梅，兴奋地把记者领进葡萄园。只见一
排排棚架上的紫红色葡萄，宛如一串串
耀眼的玛瑙。

“今年我种的 100亩葡萄，由于风
调雨顺，科学管理，每亩收入 4万多块
钱没有问题。”农场主查永剑一边和务
工人员采摘着丰收的秋葡萄，一边掂起
一大串葡萄自豪地向前来采摘的游客

进行展示。
50岁的查永剑，以前在平顶山市

区做水果生意，年收入 30 多万元。
2015年春，他回村看望父母，了解到家
乡打响脱贫攻坚战，党和政府正在千方
百计引领群众勤劳致富，十分兴奋。

作为村里的一员，查永剑认为，自
己也应该为家乡做点贡献。于是，
2015年春节刚过，他就带上妻子、孩子
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流转土地 100
亩，创办起全村第一家农场。

“起初，我种植了草莓，之后又种植
了葡萄。刚从城里回到家乡那会儿，因
为缺乏种植经验，确实栽过不少跟头，
但是我认准了这条路，绝不会轻言放
弃。”查永剑感慨地说。

当时，由于缺乏草莓、葡萄种植管

理技术，查永剑的农场4年累计赔了60
多万元。2019年，他总结经验教训，积
极参加十里铺镇举办的果蔬技术培训
班，又从山东专门请来林果专家做技术
指导。随后，他种植的草莓、葡萄连年
丰收，收入可观。

近年来，在他的影响引领下，先后
有 10 多位青年返乡创业，抱团致富。
在十里铺镇王老虎村，年轻的职业经理
人李红彬正忙着为村里跑市场、跑销
售、签合同。

“来村里，咱一起干，在乡村振兴上
干出点儿名堂！”去年，从外地打工返乡
担任王老虎村党支部书记的李红彬，找
到刚从外地打工回来的村民王献锋，和
他一起担任王老虎村的职业经理人。

据介绍，王老虎村共有 1369 人，

1360 亩耕地，紧靠县城，种菜历史悠
久，但大多数种的是大路菜，销售难，效
益低。为解除菜农的后顾之忧，李红彬
和王献锋商量，成立王老虎村蔬菜代收
站。

代收站负责改良蔬菜品种，引领广
大村民种植茄子、萝卜、西蓝花、黄瓜、
辣椒等。蔬菜收获后，代收站负责收
购、销售。目前全村种植蔬菜 500 余
亩，年销售蔬菜 600多吨，年销售额近
1000万元。

“近年来，十里铺镇强力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鼓励大学生、在外务工人员
返乡创业、兴办产业、担当村干部，带领
群众致富，让人才振兴、产业振兴、组织
振兴的路子越走越宽广。”十里铺镇党
委书记任晓磊说。③4

本报讯（记者 刘晓波）日前，由省
乡村振兴局、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省农
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事管局、省总工
会指导，省乡村振兴协会主办的河南省
2022年消费帮扶产销对接专项行动启
动仪式在省人民会堂举行。

17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设置了
展台推介当地的名优产品。兰考蜜薯
口感香甜；济源聚源红梨 2号有苹果的
香味、梨的口感；灵宝大枣制成了红枣
茶、枣酒，喝起来有枣的香味。

“通过此次消费帮扶产销对接活
动，可以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扩宽企业的销售渠道和定点帮扶路
子，我们已经与省工会、省机场集团进
行 了 对 接 ，意 向 销 售 额 100 万 元 左
右。”信阳骆福记茶油总经理骆广智
说。

消费帮扶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
田间地头。“公司茶籽采购直接带动
1000 余户农民采收茶籽，对采收的茶
籽进行专业的加工处理，再出口创汇。”
骆广智介绍，公司与浉河区谭家河乡签
订精准帮扶合作协议，在转移就业、技
术培训、茶籽收购价格等方面给予大力
支持，带动 165 户脱贫户每户年增收

1000元以上。
“通过搭建名优精品展台、合作交

流平台、宣传推介舞台，集中展示我省
优秀帮扶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
及各类优质农副产品，助力我省脱贫地
区农产品产销对接，实现脱贫人口增
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
产业振兴。”省乡村振兴局局长郭奎立
表示，截至 2021年年底，全省组织购买
和帮助销售脱贫地区帮扶产品总额突
破 828.7 亿元，为脱贫地区经济持续发
展，脱贫群众稳定增收，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出重
大贡献。

启动仪式上，河南农购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农购网）、河南百企助农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河南省消费帮扶公共服务
平台）分别向省乡村振兴协会捐赠善款
20万元，与6家企业进行了意向采购帮
扶产品现场签约仪式，签约总金额 4.4
亿元。

据悉，此次消费帮扶线下产销对接
专项行动，参展产品主要为我省脱贫地
区的瓜果蔬菜特色农产品、肉制品和水
产品、饮料、放心粮油等，共有 297家企
业2340余种产品参展。③7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看红看绿看蓝天，品山品水品毛
尖。

10 月 9 日，沿着改扩建一新的环
南湾湖旅游路，你就进入了茶乡有名
的“百里茶廊”，一路山水竞秀、茶香相
随。路边层层叠叠的茶园，山连山，片
连片，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绿得发
亮。山间一处处小山村，粉墙黛瓦，错
落有致，丛林掩映，炊烟袅袅……

新建成试运营的吉小象何家寨露
营基地，就坐落在“茶廊”西南高高的
茶山上。

登上“天空之镜”，极目四望，南湾
湖上浮光跃金、红日升腾；蓄绿纳翠
的茶山之中，点点白帐如繁星闪耀。
待到夕阳西下，坐看碧水荡漾，静观

余晖洒金；夜宿高高的茶山，观浩渺星
空，品毛尖香醇，更有自助烧烤、美酒
佳肴……

“好山好水是画廊，青山绿水聚宝
盆。这么美的景致，自然引得游客纷
至沓来。”河南旅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冯俊兴奋地说，露营基地从 7
月 8 日试运营至今，营收已超 300 万
元，为周边农家乐、民宿带来 2000 多
万元的营收，还为当地创造近 150 个
就业岗位。“十一”之前 10 天，露营基
地餐饮、烧烤和客房预订量就超过一
半，假期期间全部预订一空。

好生态就是好风景，好风景带来好
“钱”景。在成功创建省级生态示范县
（区）的基础上，浉河区 2021年启动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空气环境
和水环境质量好上加好，当年就在全省
考核中获得生态补偿金6000余万元。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浉河区持
续推动茶旅、文旅、交旅融合，大力发
展“美丽经济”，推动民宿发展，新建成
何家寨露营基地、嘢有茶、花海人家等
10 余家精品民宿，引进借宿、小住一
下、斯维登、宿描等业界优质团队，全
区精品民宿超 30家。

浉河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杨鹭坦
言，浉河区作为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单位，全面塑造“毛尖源地·山水
浉河”的旅游品牌，推动“茶旅+”融合
产业，大力发展康养产业，推动优质民
宿建设，走出了一条茶旅一体、城乡互
动、多业融合的发展之路。③7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一双鞋，一条路；一群人，一座城；一起拼，一定赢。
短短18个字，形象地勾勒出睢县特色制鞋产业发展的轨
迹。

10 月 8 日，走进睢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特步、乔
丹、鸿星尔克……道路两侧，满眼都是各大鞋企的标志
牌。

2011年，作为传统农区的睢县打破常规，按照“跳出
睢县、放眼全国”的发展思路，瞄准制鞋产业，将其确定为
未来的主导产业。从此，全县上下盯准“一双鞋”、选准一
条路、横下一条心，全力做大做强制鞋业。

河南嘉鸿鞋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一条
条流水线上，工人们正忙得不亦乐乎。

“嘉鸿鞋业是睢县招引来的第一家鞋企，2011年在
睢县落户。”睢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万伟
说，当年，睢县党政考察团到广东、福建的知名鞋企考察
调研、积极沟通，以制鞋产业“东引西进”产业转移“天
时”、睢县东西交会“地利”和劳动力资源“人和”的优势，
促成总部在福建晋江的安踏集团嘉鸿鞋业落户睢县。

自此，睢县按照“一年打基础、三年上规模、五年成基
地、十年创鞋都”的发展目标，筑巢引凤、腾笼换鸟、亲情
服务，全方位为制鞋产业发展培育优质土壤。

2017年年初，随着雄安新区规划调整，河北安新县
三台镇制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要进行产业转移。睢县抢
抓机遇，赶赴当地举行招商引资推介会，采取“拎包入住”
的方式，打造雄安制鞋产业园和三台制鞋产业园，吸引雄
安新区超过210家制鞋及配套企业转移睢县。

为加快项目建设速度，睢县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
活动，深化“管委会+公司”改革和“放管服”改革，推广

“入驻即生产”“边建设边生产”经验，建立重大项目联审
联批周例会等工作机制，推出服务效能“三级跳”的“店小
二”“保姆式”“妈妈式”服务。同时，实行“1+X”工作法，
全面落实一个项目一名县级领导牵头、一个单位负责、一
套班子推进、一站式办公、一抓到底的项目服务机制；全
面推行“首席服务员”和“13710”机制，为企业提供基础
设施建设、证件办理等服务；建立返乡创业园，吸引资金
回流、人才回归、企业回迁；为产业工人提供住宿、子女就
学等36项政策“红利”。

2021 年 6月初，中乔（河南）体育有限公司进驻睢
县，从签约到投产，仅用70天；而鸿星尔克仅用45天，斯
凯奇用时25天。如今，睢县已落地制鞋及鞋材配套企业
427家，年产能达3亿双，配套能力90%以上。该县已经
成为除福建晋江外全国最大的休闲运动鞋生产基地，被中国轻工业协会、中
国皮革协会授予“中国制鞋产业基地”称号。

“我们将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坚定信念，促进制鞋产业持续快速
高质量发展。”睢县县委书记曹广阔说，睢县还将实施“四梁八柱”产业培育
计划，坚持把制鞋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打造成4个百亿
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着力把足力健鞋业、特步鞋业、金振源电子等 8家企
业培育成税收超亿元龙头企业，让产业集群成为“森林”、龙头企业成为“参
天大树”。③6

本报讯（记者 孔学姣）河南是
经济大省和消费大省，市场主体达
900 多万户，具有强大的内需潜力
和供给能力。10月 8日，记者从省
市场监管局获悉，全省各地深入开
展“放心消费在中原”创建活动，截
至目前，已认定放心消费创建示范
主体 16533 家，发展线下实体店无
理由退货承诺单位5971家。

近年来，我省重点围绕“吃、穿、
行、游、购、娱”等方面的消费需求，
紧密结合地方产业发展情况，建立
健全放心消费创建评价体系。去年
3月 15日，我省正式启动线下实体
店无理由退货承诺活动。“因为群众
对消费体验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
求，期待原本在线上推行的‘七日无
理由退货’制度能够实现线上线下
全覆盖。”省市场监管局 12315指挥
中心主任陶云峰表示，“此举也有助
于打通消费领域关键堵点，提振消
费信心，畅通市场循环，从源头发力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

用。”
据了解，省市场监管局印发

《河南省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指
引（试行）》，规范了线下无理由退
货实体店的统一标识。此外，还将
把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工作纳
入放心消费创建评价指标，推动更
多实体店参与，不断扩大消费者受
益面。

线下实体店履行无理由退货承
诺，应当在营业场所醒目位置，向消
费者公开展示“无理由退货承诺单
位”标识。在经营者承诺的无理由
退货期限内，消费者凭购物发票或
其他购物凭证可以向经营者提出退
货要求。需要注意的是，有 6类商
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消费者定做
的；鲜活易腐的；消费者拆封的音像
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交
付的报纸、期刊；法律、法规等国家
有明确规定的商品。同时，对无正
当理由恶意退货或变相索赔的不予
支持。③9

5971家线下实体店
可无理由退货

新农人逐梦记

“特产”唱主角“搭台”助增收

浉河区：秀美茶乡如画廊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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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依托茶乡良好生态环境和境内丰

富的红色资源，近年来浉河区坚持把

好生态变成好产业，大力发展旅游产

业，加速茶旅、文旅、交旅融合，完成信

阳 1 号旅游公路、环南湾湖最美乡村

旅游公路等景观道路提质改造，建设

浉河港至四望山红色旅游公路，持续

推动路网贯通“保快进”、丰富供给“享

慢游”、打造亮点“提品质”，为游客提

供进出方便、畅游舒心的大环境。

他 们 还 深 入 挖 掘 好 山 好 水 育 就

的鲜美食材资源，围绕“美好生活·食

尚信阳”品牌塑造，创新打造“浉河茶

宴”“ 柳林豆腐宴”，建设信阳菜数智

文化文旅产业园，推动信阳养生菜品

牌 示 范（连 锁）店 建 设 ，用 实 例 展 示

“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的 美 好 画

卷。③7

大美中国大美中国··魅力河南生态行魅力河南生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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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0日，博爱县磨头镇狮口村阳光玫瑰葡萄基地，村民在采摘葡萄。
目前，这里种植的葡萄喜获丰收，各地果商争相前来订购，田间地头忙碌的果农们
享受着丰收的喜悦。⑨4 程全 司都 摄 □本报记者 张体义

10 月 7日上午，国庆长假的最
后一天，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李毓
芳来到郑州大学荥阳南城遗址考古
工地，为在这里进行田野考古实习
的老师、同学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
的思政课。

荥阳南城遗址位于广武镇南城
村南部，地面尚存部分城墙，是河南
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从 2021
年 8月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联合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此开展系
统考古工作，这里也成为郑州大学
考古专业学生田野考古实习基地。

刘庆柱是著名考古学家，曾担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
长，2016年受聘担任郑州大学历史
学院院长。与刘庆柱座谈的是郑州
大学 2020级考古专业的学生，同学
们第一次到考古工地实习，有兴奋
也有不适。围绕“思政教改同向行，
铸魂育人共传承”主题，刘庆柱、李
毓芳两位考古学家与师生们进行了
面对面座谈。

刘庆柱结合自己长达 50 多年
的考古实践，从国际学术视野、考古

学术史的高度，分享了他对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认
识。他认为，在中原学习考古、从事
考古是幸运的，中原文化资源丰富，
地位重要，历史上长期是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他鼓励同学们要
学好田野考古学，将其作为考古工
作的基础和立身之本。他说，考古
学不是用来刺激眼球的，是刺激大
脑的。考古学立足现在，回望过去，
研究的是社会发展规律。他对这一
代学生充满期待：赶上了中国考古
的黄金时代，一代会比一代强。

最近几年，学习考古专业的女
生越来越多。作为女性考古学家，
李毓芳鼓励女同学要对考古有兴
趣，有兴趣才能坚持，女性从事田野
考古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

在南城遗址带领学生实习的王
倩老师说，在考古现场听到刘先生
的教诲，有震撼也有思考。学生学
好学不好，老师很关键，“刘庆柱老
师是大先生，是我们的榜样。”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陈
可猛说，两位先生的话有高度、有温
度，有希望、有方向，这就是薪火相
传。③6

考古探方边的一堂思政课

10月9日，郑州市北龙湖湿地公园，绽放的粉黛乱子草，花穗
随风摇曳，如烟似纱，粉色花海和蓝天白云相映成趣，吸引众多市
民前来观赏打卡。⑨4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