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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坚持把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作为

提升中国食品名城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举措，

尤其是通过深入实施双汇产业化工程提升行

动，紧紧围绕加快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这一

主线，以农牧结合生态养殖、大型畜牧合作组

织建设为切入点，打造畜牧产业化集群，推动

全市畜牧业实现了新的突破。”近日，漯河市

委常委、副市长刘瑞红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

如是说。

近两年来，漯河市畜牧产业发展的速度直

线攀升，畜牧业总产值已占农业总产值的半壁

江山。统计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市生猪出栏

270万头，同比增长6%，生猪规模养殖比重达到

90%，畜牧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50%以上。双汇、北徐、三农3个畜牧产业化集

群被认定为2013年河南省农业产业化集群。

“畜牧产业化集群作为农业产业化集群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现代畜牧业产业体系、实

现畜牧业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刘瑞红说，

漯河市的3个畜牧产业化集群有一个共同的特

征：都是农牧结合生态养殖的典范。

在谈及畜牧产业化集群建设时，刘瑞红说，

市政府决定在全市实施畜牧带动生态工程，整

合农业、畜牧、环保等各类涉农资金，对生态畜

牧业优先扶持、重点倾斜。

“只有把基础打牢了，才能以培育畜牧产业

集群为龙头，加快打造畜牧业全产业链。”刘瑞

红说，目前，漯河围绕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引

导畜产品生产和加工龙头企业按照全产业链的

要求，组建产业联盟，推进产业融合，完善产业

链条，打造大企业集团。

据了解，目前，漯河市各类畜产品加工企业

达200多家，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达到45家，其

中国家级3家、省级10家、市级32家。以龙头

带动产业化集群发展的潜在优势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漯河市政府专门

拿出200万元扶持基金，吸纳全市年出栏3000

头以上的生猪养殖场社员46个，成立了年出栏

生猪30万头以上的大型畜牧专业合作社。

“成立大型合作社的目的在于‘抱团取

暖’，不仅建立了养殖大户紧密的利益联结机

制，也能够借此‘孵化’出更多的龙头企业，为

发展产业化集群做好铺垫。”刘瑞红表示，下

一步漯河市将继续对市级以上龙头企业或大

型规模养殖场牵头成立的畜牧专业合作组织

进行奖励，进一步加快推进生态畜牧业和产业

集群建设，着力打造一批肉牛、奶牛、肉鸡、蛋

鸡产业化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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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刘畅

编者按：畜牧产业化
集群是农业产业化集群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畜牧
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
然产物，是发展现代畜牧
业的客观要求，也是建立
现代畜牧业产业体系、实
现畜牧业跨越式发展的
有效措施。去年，我省启
动畜牧产业化集群建设
以来，研究制订了全省畜
牧产业化集群建设规划
和实施方案，相继出台了
用地、用电、金融支持等
各项优惠政策，畜牧产业
化集群建设取得了明显
效果。其中漯河市、鹤壁
市、许昌市等地已积累了
一些可贵的经验。为进
一步推动建设畜牧产业
化集群工作的开展，本报
从今日起推出一组访谈
文章，介绍各地的好做
法、新思路，敬请关注。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通讯员邱文正）近

年来，浚县结合农村实际，在选派（ap-

point）、管理（administration）、提升（ad-

vance）、评价（appraise）、激励（arouse）等

五个方面积极探索，着力构建“5A”工作机

制，有效地推动了农村党支部书记队伍的能

力提升和作用发挥。

该县积极探索符合农村工作实际的选

派办法，确保选优配强农村党支部书记。打

破地域、身份、职业界限，坚持多渠道选任，

重点选拔经济“能人”、管理“能人”、科技“能

人”，确保择优选人。截至目前，全县共内选

经济能人122人，回请36人，下派54人。

该县不断强化措施，精心培育，增强农

村党支部书记的能力素质。全县“一好双

强”型村党支部书记达363名，占80%。农

村党支部书记创业率达80%，创办富民项目

362个。

整合各方面力量，将人才、资金、项目、

政策等资源集中向重点村、示范村、后进村

倾斜，支持农村党支部书记发展农村经济，

改善基础设施，不断树立群众威信。去年以

来，该县帮助协调农业开发、修路建校、改水

办电等项目153个，涉及资金6300余万元，

培树新农村建设示范村22个。

不断加大投入，强化激励措施，有效实

现了农村党支部书记“拴心留人”。健全政治

激励机制，建立了现任优秀农村党支部书记

享受乡科级副职工资待遇制度。建立农村干

部工作报酬正常增长机制，落实任村党支部

书记9年以上离任干部生活补贴政策。去年

以来，该县共评选表彰优秀村党支部书记136

名，发放奖励补贴60余万元。此外，定期对农

村党支部书记开展走访慰问、健康体检和谈

话谈心等活动，及时送去组织的温暖。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张晓霞栗
录春）为提高花生品质，近年来内黄县引进、试

验、示范豫花15、花育16等花生新品种30多

个，建立花生良种繁育基地1.5万亩，建立花生

新品种展示区200亩，全县花生良种覆盖率达

95%以上，全县花生平均亩产366公斤。今年7月，内黄花生通过国家农产

品地理标志保护认证；10月，被中国特产协会授予“中国花生之乡”称号。

内黄县地处豫北黄河故道，是全国花生主产区、省出口花生质量安全

示范区。花生在该县已有200多年的种植历史，据《内黄县志》记载，花生

在该县民间被誉为“长生果”，有“常吃花生能养生，吃了花生不想荤”之说。

2008年至2012年，省财政厅连续下达给内黄县食用植物油生产

倍增计划、花生良种补贴、花生良种繁育补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扶持

油料种植等项目，累计下拨项目资金4813.8万元，项目实施面积92.5

万亩次。通过项目实施，形成了花生优质高产栽培模式化技术体系，促

进了花生的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种植，2013年，内黄县花生种植面积达

41万亩，总产达15万吨。

内黄县在抓好花生生产的同时，下大力气抓好花生加工和市场流

通，全方位打造花生（油脂）产业化集群。目前，全县已形成较为完整的

花生生产、加工、流通和出口产业链条，促进了农民增收。全县有河南

省星河油脂公司、安阳市腾达食品公司、内黄县隆泰植物油公司等规模

花生加工龙头企业4家，年加工花生果能力达到20万吨；有花生果出口

龙头企业3家，去年，内黄县出口花生果4182.3吨，创汇663.8万美元，

占全省花生果出口总量的90%以上。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11月26日，平顶

山市湛河区李乡宦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

证发放仪式结束后，拿到股权证的该村村民

王清法兴奋地说：“按村集体资产股份化改

革规程，我们拆迁户能年年分红，这样一来

就再也不用担心以后的生计问题了。”

李乡宦村处于平顶山市的城乡接合部，

随着城市的发展，大部分土地被征用，人均

耕地不足二分。土地被征，钱分了，村民们

对今后的生活担忧起来。如何使城中村村

民摆脱生存困境，增加其财产性收入，既是

市、区政府思谋的大问题，也是李乡宦村村

民的迫切愿望。2007年9月28日，平顶山

市政府将李乡宦村列入湛河区13个首批改

造的“城中村”之一。不久，李乡宦村与河南

峥嵘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城中村”改造

的合作协议。

峥嵘房地产公司与李乡宦村“两委”商

定，先从村南山坡上废弃采石坑和垃圾倾

倒场整治入手，规划建设安置房，边迁、边

拆、边改造，逐步实现连片开发。经过几年

的开发建设，李乡宦村村南坡地建设已接

近尾声，老村大规模拆迁改造也提上议事

日程。

为加快拆迁改造进程，使村民早日受

益，经李乡宦村“两委”研究，决定将房地产

公司预期置换给村集体的5万多平方米楼房

和9000多平方米商业用房折算成股份，成

立股份经济合作社，让村民人人享有股份，

年年分红，解决村民的长远生计问题。

为此，李乡宦村依据国家有关加强农村

集体资产管理的政策，将城中村改造产生的

集体预期资产拆股量化，成立了李乡宦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同时制定了集体资产股份化

改革工作规程。

“5万多平方米楼房和9000多平方米

的商业用房，市场价值达2亿元以上，通过

出租每年可产生不小的收益。这次发放股

权证书是以主动拆掉旧房、交地为前提条

件，人均10股，每股1万元。”李乡宦村党支

部委员、拆迁负责人郭长山告诉记者，接下

来，该村租赁出去的150亩土地也将纳入村

集体资产管理，到时村民的股权还将大幅

增加。

本报讯（记者张莹）记者

昨日从省民政厅获悉，从

2013年10月1日起，我省部

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

活补助标准提高，这是自改

革开放以来，国家第20次提

高残疾军人残疾抚恤金标

准，第23次提高烈属定期抚

恤金标准和红军失散人员的

生活补助标准。此次调整惠

及我省各类优抚对象近80

万人。

按照规定，残疾军人（含

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

的残疾抚恤金、烈属（含因公

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

属）的定期抚恤金、在乡退伍

红军老战士（含在乡西路军

红军老战士、红军失散人员）

的生活补助标准，将按照民

政部的统一规定，在现行基

础上平均提高15%。

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在

乡老复员军人生活补助标准

每人每月增加50元，按照每

人每月595元执行；其他时

期入伍的在乡老复员军人生

活补助标准每人每月增加

50元，按照每人每月545元

执行。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的

生活补助标准每人每月增加

35元，按照每人每月330元

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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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26 日下

午，郑州地铁公司召开发布

会，正式公布地铁1号线票价

方案。

据了解，郑州地铁1号线

票价实行“里程分段计价，递

远递减”原则：起步价2元（含

6公里），6～13公里加1元，

13～21公里加1元，21公里

以外加1元。

按照此方案计算，郑州

地铁1号线的票价起步为2

元，最高票价为5元。

针对老人、学生、儿童等

特殊人群，票价有额外的优

惠，具体方案为：第一，郑州市

户口的60周岁以上老人，非

高峰期、节假日可免费乘车，

每月限80次；第二，革命伤残

军人、因公伤残的人民警察、

盲人，可免费乘车；第三，郑州

市全日制中小学的学生，凭学

生证可享受5折优惠；第四，

身高1.3米以下的儿童，由成

年乘客携带可免费乘车。

上述票价和优惠政策自

郑州地铁1号线试运营之日

起实施。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通讯

员潘伯栋）11月25日，信阳首家

家庭农场——潢川川香家庭农场

生产的水稻获得有机转换认证。

据了解，潢川川香家庭农场

主张建松流转有几千亩的土地，

除了传统的种植外，他重点发展

有机稻种植。

“今年我共种植有机水稻

200余亩，实行稻鸭共育生态

种养。在水稻秧苗栽插成活

后，将雏鸭全天放入稻田，利用

雏鸭的杂食特性，消灭稻田内的

杂草和害虫。同时稻田养鸭，鸭

粪还可以作肥料，当然我们还

种植了紫云英作为绿肥，对稻

区实行隔离，采用灯光诱虫，不

用喷农药，不用施化肥，这样种

出来的水稻才是真正的有机食

品。”张建松说。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

段阳东）11月26日，记者在确山

县裕启康农场看到，一只只身姿

矫健，身着黑白相间漂亮外衣的

芦花鸡或在草丛间争相觅食，或

飞上树梢嬉戏。

确山县裕启康农场占地

400亩，是以种植、养殖为主的

生态农场。“我们农场从山东

汶上县引进9000只纯种芦花

鸡，饲养方式是生态放养，鸡

子完全处于自然生长状态，因

此，鸡肉不但味道美且富有营

养。”裕启康农场场长曹红超

说，农场已注册了“裕启康”牌

芦花鸡、土鸡蛋商标，每只生

态芦花鸡按80元计算，光养殖

这一项收入可达 70 多万元。

以后，农场将围绕生态养殖芦

花鸡逐步形成雏鸡孵化、蛋系

产品加工、销售三位一体的产

业发展格局。

11月26日，在汝

州市骑岭乡大张村河

南创世银海岸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高效农

业种植基地，村民正

在地里为优质油菜苗

进行间苗。为调整产

业结构，增加土地收

益，骑岭乡流转土地

4000 余亩种植优质

油菜，并吸引流转土

地的农民管理菜地，

为群众又增加了一个

增收渠道。

本报记者 杨远

高通讯员桂焱炜摄

今日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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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再进发
————十八届三中全会农村改革亮点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农村改革亮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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潢川 稻田养鸭产出有机米

多措并举打造畜牧产业化集群
——访漯河市委常委、副市长刘瑞红

惠及我省各类优抚对象近80万人

部分优抚对象
补助标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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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山 生态养鸡有“钱途”

生态种养致富新路

平顶山市湛河区李乡宦村

试水股份经济 增加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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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考”笔试成绩明年1月公布
专家提醒专家提醒：：面试要靠平时学习积累面试要靠平时学习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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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丰碑映照后人
———记杨靖宇将军的后代们—记杨靖宇将军的后代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