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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葛 立足农业优势 培育特色品牌
挖掘民间文化 打造地域名片舞阳

本报讯近年来，长葛市充分利用国家粮

食生产核心区、全国生猪调出大县等农产品

的资源优势，积极实施品牌战略，使全市拥有

农副产品注册商标近百件，其中中国驰名商

标一件，使品牌农业成为该市提升农产品市

场竞争力的“金字”招牌。

长葛市耕地面积67万亩，石象胡萝卜、南

席小磨油、官亭蜂蜜等农副产品独具特色。为

使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该市对涉农企业

进行广泛宣传，使企业商户树立品牌就是市场，

品牌就是竞争力，品牌就是效益的理念，并帮助

他们对自己的产品申请登记注册，对已申请注

册商标的涉农企业进行重点培育，增强企业利

用商标拓展市场的经营意识。

在争创活动中，“众品”中国驰名商标助

推众品公司跨入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行

列，建成了集养殖、畜禽屠宰、肉制品及特色

农产品加工制造、冷链物流于一体的综合产

业基地，年加工生猪能力超过1000万头，成

为区域调整农业结构和发展生鲜食品产业的

依托。蜂产品加工注册商标20多件，其中3

件获得河南省著名商标认定，使长葛蜂产品

迅速成了“全链条、主循环、高质量、高效益”

的蜂产品产业化集群，年实现销售收入32.8

亿元。

为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该市从农产品

的“生产、市场、监控、保障”4个环节入手，

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围绕产地

环境、农业投入品、农业生产过程等环节，

把化肥、种子、农药列入重点整治对象，从

源头上控制禁用药物和有害物质流入农业

生产领域。同时，该市还建立了农产品检

测中心，坚持每周对农产品市场随机抽样，

适时监控农产品市场，对检测农药残留超

标的农产品一律销毁。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舞阳县获悉，继去

年149幅舞阳农民画入选全国“讲文明、树新

风”公益广告后，今年又有60余幅舞阳农民画

入选中央“图说我们的价值观”公益广告，曾

经深藏于民间的传统艺术，如今成为了一面

引导公众价值观念的“旗帜”。在该县一系列

政策促动下，贾湖文化、舞阳农民画等文化品

牌正跨越省界，叫响国内外。

2013年11月2日，来自十多个国家的

考古专家会聚舞阳，参与贾湖文化国际研讨

会，进一步确立了舞阳贾湖文化的历史和学

术地位。目前，省文物局已正式向国家文物

局上报了《关于报批舞阳贾湖考古遗址公园

规划的请示》，更多的国内外考古专家的目

光将再次投向舞阳。

在此基础上，舞阳县借助“中国现代民

间绘画之乡”和“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两

张名片，实施激励措施，引发民间创作热情，

源源不断的农民画精品展现在全国各大城

市的机场、码头、车站、广场等显要位置，天

安门广场巨型电子屏登载的50多幅公益广

告中，舞阳农民画就占了37幅。凭借一张小

小的农民画，舞阳走向了全国。

由此而来的文化弥散效应也逐渐显现出

来。目前，该县60万人口中，经常性参加文化

活动的在12万人以上，每月至少参加一次文化

活动的群众在30万人以上，占全县总人口的

1/2。书法、绘画（农民画）、剪纸、摄影等一些

高雅艺术已进入寻常百姓家。

未来，舞阳县将依托厚重的文化底蕴，

把传统艺术和现代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主推

贾湖文化保护开发、舞阳农民画和群众文

化，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激励措施，发动群众

广泛参与进来，进而形成在国内外叫得响的

三大文化品牌。

“我想办个蛋鸡养殖场，

但是没有技术，希望联系到懂

技术的人帮帮我。”10月 19

日，确山县农民侯建立给河南

日报农村版记者打来电话。

侯建立说，他在确山县产业集

聚区有一处建筑面积为1万平

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厂区内办

公楼和水电设施齐全，由于没

有合适项目，目前整个厂区都

闲置着。

“现在我是有场地有想法，

就是缺技术，想通过‘何难帮

忙’栏目，帮我找一个养殖蛋

鸡的专业技术人员帮我建起

养鸡场。”侯建立电话中说，

“如果谁有这方面的技术、设

备和鸡苗，也可以由我出场地

一起合作办场。”

读者朋友，如果你有这方

面的意愿，请与侯建立联系，

侯建立电话：15939676166

帮忙记者黄华

电话：13033803388

建设美丽乡村是造福农民群众的

最大民生工程。台前县作为国家扶贫

开发重点县，我们在推进大杨、前柴等

村美丽乡村建设实践中，认为持续建设

美丽乡村，需要重点突出以下几点：一

要注重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建

设美丽乡村为了群众，必须依靠群众，

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并形成群众广泛参与的长效机制。

二要完善村内配套设施。建设村文化

服务中心、环卫设施、供排水管网、学校

等基础配套，为美丽乡村提供硬件设

施。三要强化产业支撑。加快土地流

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培育特色主导

产业，繁荣农村商贸，多渠道增加农民

收入，为美丽乡村提供收入来源。四要

提高村民文明素质。通过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提高群众的文明素质，营造良好的

村风民风，展现村美民富、文明和谐的

新风貌、新风尚。

10月16日，记者来到台前县侯庙镇大杨新村，漂亮的

幼儿园，平整的水泥路，错落有致的居民楼……一幅多姿多

彩的乡村画卷尽收眼底。

地处台前县侯庙镇政府以西3公里处的大杨村，共7个

村民小组，459户1950人，耕地面积1700亩。2013年，农民

人均纯收入达到6900元，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明星村。

“俺住上了新楼房，出门就是水泥路，活动广场、幼儿

园、学校、超市，样样齐全。”村民杨希卫看着自家的楼房高

兴地说。随着大杨新村一期工程的建成，200多户群众搬了

进去，居住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忆起从前，杨希卫感慨

道：“几年前的大杨村和现在有着天壤之别，地势坑洼不平，

土地贫瘠，农民收入很低，村民居住的都是砖坯房，还有不

少土坯房。”

据了解，2010年以来，每年春节期间，大杨村党支部书

记杨华抓住外出务工村民返乡的机会，组织召开全村发展

动员大会，逐项破解村里的发展难题，大杨村的美丽乡村建

设由此开启。

谁英雄谁好汉，致富路上比比看。一时间，村民各显

“神通”，竞相投资上项目，环球制衣等一批企业纷纷落户大

杨村，总投资多达3000万元，人均年收入达两万元。同时，

按照“小户集中，大户经营，村级流转，互惠共赢”思路，把全

村1700亩土地全部流转，用来发展现代高效农业，种植双

孢菇、金银花等经济作物。

村民富了，新村建设也红红火火搞了起来。在侯庙镇

党委、镇政府支持和引导下，大杨村先后争取和筹措资金

3000多万元，把村头300多亩低洼荒地垫平，规划建设了大

杨新村。

“力争至2020年，大杨村工业总产值达到3亿元以上，

农民人均纯收入2万元以上，让全村群众过上更加殷实幸福

的小康生活。”杨华对大杨村今后的发展信心十足。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 实习

生罗晓颖）“同意撤销开封县，

设立开封市祥符区，以原开封

县的行政区域为祥符区的行政

区域”。国务院批复函的寥寥

数语，使开封县这个名字成为

历史载入史册。10月19日，开

封市祥符区揭牌（授印）仪式在

祥符区举行，开封县自此撤县

设区，正式更名祥符区。

“祥符”，取“祥瑞的符命”之

意，表福、禄、寿之意，富有祥瑞满

溢之气，是名副其实的“吉祥

符”。开封县撤县设区，标志着开

封大都市之路由此步入新纪元，

更意味着这座崛起在开封东部的

工业新城筑梦扬帆，重新起航。

据了解，开封县改设祥符

区后，开封市市区总面积由调

整前的 547 平方公里增加至

1849平方公里，总人口由调整

前的91万增加至169万，有效

拓宽了开封城市发展空间，对

加快开封城镇化进程、打造开

封东部亮丽新城区、助推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重大历

史机遇。同时也意味着开封

顺利跃升大都市行列。

本报讯 （记者成睿智）随

着土地规模经营扩大和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涌现，专门从事各

项农业生产经营的新型职业农

民将越来越多，这些持有专业

资格证书的农民将逐渐成为经

营现代农业的主要力量。记者

10月20日从省农业厅获悉，我

省已经开始建立新型职业农民

资格证书制度。

据悉，我省今年计划培育6

万名新型职业农民，在培训资

金上，中央财政已经下达我省

补助资金8000万元，我省省级

配套3600万元。我省将根据

农民教育培训经历、生产经营

规模和生产经营水平，给新型

职业农民颁发初、中、高三级资

格证书，并建成新型职业农民

知识更新和晋级体系。

目前，全省共有各类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约14.9万个，需要培

育的新型职业农民约450万人。

▶更多报道详见今日6版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左瑛君 陈红霞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赵明奇胡晓慧

确山农民侯建立想办养鸡场——

有场地，没技术

我省新型职业农民将持证上岗

开封县正式更名祥符区

台前县
大杨村 300亩洼地变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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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在提升内涵上下功夫
□台前县委书记 常奇民

点评▶▶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段宝生通讯员王为峰文/图

眼看就到霜降，由于销

路不畅，淮阳县王店乡梁庄

村100亩地的20万公斤红薯

滞销田间。希望有能力的企

业、商家、超市来收购，批发

价 1 元/斤。 梁显奇电话：

18238486439

帮忙记者张莹

电话：13838261515

淮阳20万公斤红薯寻买主

9月25日，南阳，今秋首场豫安3号机
收现场观摩会，1000余人现场见证，平均
亩产830.5公斤；

9月29日，夏邑，由河南省玉米全程
机械化模式攻关项目组组织的河南省玉米
品种机收籽粒观摩会上，豫安3号产量居
24个机收夏播玉米品种第一名；

10月9日，在鹤壁市浚县召开的黄淮
海夏玉米增产模式攻关观摩交流会上，省
农业厅组织对黄淮海玉米增产模式攻关观
摩田进行实打粒收，豫安3号居20个机收
品种产量第一名；

……
秋收时节，豫安3号玉米机收现场会

陆续召开，高产捷报频传，成为专家、企业、
种植户关注的焦点。豫安3号，正在引领
我省玉米机收进入新时代。

小麦玉米并驾齐驱
豫安3号是河南平安种业有限公司

（简称平安种业）董事长吕平安和他的科研
团队育成的第一个玉米新品种。

中国小麦看河南，河南小麦看温县。温
县之所以成为河南小麦科研的排头兵，是因
为以平安种业为代表的种业名企不断创
新。平安种业是一家小麦育繁推一体化的
民营高科技企业，首席育种家吕平安和他的
科研团队培育成功了国审豫麦49号、国审平
安6号、国审平安8号、省审豫麦49-198、平
安3号、平安7号、平安9号等享誉黄淮麦区
的小麦品种，其中豫麦49-198曾获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成为河南育种行业的佳话。

凭借强大的科研实力，平安种业在吕
平安的带领下，同时进军玉米育种产业，历
时8年培育出第一个玉米新品种——豫安

3号。2013年，该品种以河南省生产试验
产量第一名的成绩通过河南省审定。今年
9月12日，平安种业与河南农大对接，共建
国家“2011计划”河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
中心万亩现代农业试验区项目。豫安3号
作为试验品种，参与国家项目，充分说明其
产量潜力和机械粒收前景广阔。

适宜机收高产过吨
9月28日上午，由国家玉米专家指导

组组长赵久然领衔的专家组，对国家“2011
计划”河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河南省
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温县祥云镇综合试验站
15亩夏玉米超高产攻关田和百亩夏玉米高

产示范方进行了田间实打验收。按照农业
部《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试
行）》，专家组对温县祥云镇的玉米新品种豫
安3号15亩超高产攻关田随机抽取5个样
点，每点面积100平方米，实打测产结果，该
15亩超高产攻关田实际平均亩产为1031
公斤；专家组对祥云镇的百亩夏玉米高产
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平均亩产864公斤。

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中国
农业大学教授陈绍江在实打现场激动地说：

“豫安3号大田表现非常好。该品种具有耐
密、结实好，早熟、脱水快，抗倒、适应机收，抗
病、适应广，穗大粒饱、产量高，籽粒金黄、商

品性好等六大特性，是一个难得的好品种。”
“在夏玉米生育前、中期重大干旱，后

期阴雨寡照的气象条件下，豫安3号创造
了实打亩产超吨粮的奇迹，实属不易。这
个抗倒伏、没空秆空尖、适宜直接脱粒、超
高产的玉米新品种，增产潜力巨大，对河南
及黄淮海地区粮食增产增收、对国家粮食
丰产科技工程贡献巨大。”在签字验收了豫
安3号产量结果之后，国家玉米专家指导
组组长赵久然兴致勃勃地对记者说。

大田生产好评连连
柘城县农民刘俊杰今年第一次种植

豫安3号，由于不了解这个品种的情况，他

只种了0.9亩地。就是这9分地，让他收获
了920公斤玉米。按照每公斤2.5元的价
格，刘俊杰收入了2070元。“今年我对这片
地还没怎么特殊管理，只是抱着试试看的
态度，没想到这个品种表现这么好，抗旱性
强，结实性好，长势貌不惊人，但是产量惊
人。”刘俊杰逢人便高兴地说。

穿梭各地，来往机收玉米的农机手岳
山今年机收了多个玉米品种。从机收的角
度，岳山对豫安3号给予了很高评价：“这
个品种个子低、穗子低而整齐，穗子不耷拉
下垂、不掉，机收籽粒破损率低，很干净，并
且地面没漏棒子，没抛撒。在我机收的玉
米品种中，还数这个品种好。”

鲁山县农民李维召2012年试种50亩，
在山区灌溉基础差、连年干旱的情况下，实
打亩产640公斤，成为当地的高产品种。李
维召说：“我们鲁山县推广种植豫安3号近1
万亩，亩产量都在650～700公斤，水肥条件
好地块亩产在800公斤以上。这个品种省
工、省时，明年扩大到3万亩地没问题。”

麦种创奇迹 玉米续辉煌
平安种业培育出玉米新品种豫安3号 引领我省玉米机收新时代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孙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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