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生态秀美，林果飘香，白天鹅每年

来此越冬，“天鹅之城”享誉中外；这里丘陵

沟壑纵横，天气十年九旱，山多地少，“五山

四陵一分川”，耕地面积仅有246万亩，其中

有效灌溉面积不足80万亩，然而近几年来农

民人均纯收入却先后超越全省、全国平均水

平。他们靠山吃山，立足丘陵资源优势，围

绕农业特色苦练内功，果、牧、林、烟、菌、菜

等传统农业产业强势崛起，占农业总产值比

重高达89.5%，成为强市富民的支柱性产业，

对于山区丘陵面积多达90%以上的地区来

说，这无疑是一个奇迹，这里就是三门峡市。

特色农业发展取得显著效益

三门峡市地处豫、晋、陕三省交界处，属

豫西丘陵山区，全市国土总面积10496平方

公里，管辖3县2市2区，截至2013年底，全市

耕地总面积246万亩，总人口228.7万人，其

中农业人口162.8万人。2013年，全市财政

总收入115.84亿元，生产总值1204.68亿元，

其中第一产业总产值172亿元，增加值99.7

亿元，增幅位居全省第一。三门峡市委书记

杨树平指出：“三门峡市农业与平原地区相

比，区别在特色，优势也在特色，发展特色农

业，既是面对自然条件的无奈之举，也是尊重

客观规律的发展需要。”“特色高效农业是三

门峡农业的亮点，也是农民增收的支撑。”三

门峡市市长赵海燕说。

多年来，特别是2005年以来，三门峡市

农业综合开发坚持以项目建设为载体，紧紧

围绕发展特色农业、加快经济转型、助推农

民增收这一目标，着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立足本地实际，把农业综合开发与调整

产业结构、发展优势特色农业相结合，大力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建设，特色农业发

展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目

前三门峡市果品、烟叶、林产业实现了进一

步的发展壮大，均居全省第一位，畜牧、蔬

菜、食用菌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

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作为着力点

土壤贫瘠、干旱缺水和道路不畅是制约

丘陵山区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农业综

合开发项目建设之初，三门峡市就把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作为着力点，因地制宜、统筹规划，综

合运用水利、林业、农业、科技等措施，实行山

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努力解决制约丘陵山区农

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使得项目区抗御自然灾害

的能力不断增强。截至2013年底，项目区累

计投入资金17752.2万元，建成提灌站47座，

拦河坝45座，新打修复机电井632眼，埋设田

间管道861.06公里，衬砌渠道430.15公里，修

建田间机耕路393.68公里，新增农田灌溉面积

16.23万亩，基本形成了“田面平整化、土壤肥

沃化、灌溉节水化、耕作机械化、种植规模化”

的开发格局，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

优势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围绕六大支柱优势产业综合开发

按照确定的农业综合开发支持农业产

业化的发展思路以及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的

有关政策要求，三门峡市围绕果品、林业、畜

牧、食用菌、烟叶、蔬菜六大支柱优势产业综

合开发。自2005年以来，农业综合开发通

过财政补助和贷款贴息等形式累计投入财

政资金10661.5万元，由此带动社会资金和

金融资本近25亿元，先后立项扶持了灵宝阿

姆斯果汁、鑫源果业、景源果业、龙飞果业、

远村食品、帅华牧业、阳河食用菌、宝地高山

蔬菜；陕县天顺畜牧、大地牧业、龙飞生物、

缘份果业、振农果业、二仙坡果业；渑池仰韶

生化、尚正食品、旭源牛业、大师父食品、盛

达养猪、仰韶奶牛；卢氏植桑养蚕基地、绿壳

蛋鸡养殖基地等77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色农产品种植、规模

化养殖、农副产品深加工等产业化经营项

目。在这些龙头企业和合作社的带动下，特

色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现代

农业产业链得到有效延伸。目前，全市形成

了以果品产业为龙头，以烟叶、食用菌等优

势产业为支撑，以畜牧、林业、中药材、桑蚕、

茶叶等特色产业为补充的现代特色农业发

展格局，初步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富民强市

的科学发展路径。2013年，全市苹果产量

16.6亿公斤，可以保证全国人民平均每人吃

到1公斤；核桃种植同样居全省第一，面积达

80万亩，产量占全省1/3，这些成绩的取得，

特色农业的发展功不可没，农业综合开发的

支持功不可没。

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业

今后，三门峡市农业综合开发工作仍要

坚持立足本地实际，利用资源优势，发展具有

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业，走因地制宜的发展道

路；政府加强引导与尊重群众意愿相结合，加

强项目前期的规划和论证，扶持真正有实力、

有技术、有特色的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

合作社，真正服务于三门峡市的农业现代化

发展，力争到2020年，把果品、畜牧建成两个

综合产值超过百亿元的产业，把林药茶、设施

农业、粮食生产及加工建成3个产值超过50

亿元的产业，将全市建成现代特色农业示范

市，实现传统农业小市向现代特色农业强市

的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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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开发

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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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三农网

农开项目助推特色农业发展
□三门峡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李红伟

三门峡市

■交流平台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张生平

通讯员白文领吴琳

本报讯“自2010年以来，

我县的农开资金9600多万元无

一差错，深受企业好评、群众称

赞，省、市、县各级领导给予了充

分肯定和赞誉。”提到民权县农

开资金的管理，该县农开办主任

蒋海涛满脸自豪。他如数家珍

地告诉笔者，“八个坚持”是该县

农开财务人员的制胜法宝。

坚持依法行政。在资金管

理方面，财务人员内强素质、外

树形象，廉洁从政，改进工作作

风，加强法律、法规及业务知识

学习，使他们进一步增强了严格

执行各项资金管理制度的坚定

性和自觉性。

坚持新的理财观念。依照

“抓资金管理就是抓资金投入，

抓资金管理就是抓资金安全，抓

资金管理就是抓资金效益”的理

财观念，真正做到认真负责、严

谨细致、精益求精，不断提高农

业综合开发资金使用效益。该

县还独创了将产业化经营项目

企业自筹资金纳入财政管理，项

目批复后，企业要将自筹资金入

财政专户，统一支出，从而保证

了企业自筹资金的完善、到位和

管理规范。

坚持部门配合。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民权县财政局和农开

办既分工明确，相互监督,又团

结一心,相互配合。如申报、考

察项目时共同参与、谋划；在报

账、资料整理方面，先由开发部

门把关，确保资料齐全后，再到

财政局报账，既防止了报账企业

及人员多跑冤枉路，节约了施工

企业时间，又树立了公务人员的

良好形象。

坚持财务理念不断更新。

该县农业综合开发财务人员积

极学习先进管理经验，打破传统

的财务观念，坚持资金管理人员

也是项目管理人员的新理念，前

移管理窗口，从项目规划、申报、

招投标即开始介入，在项目施工

时也跟踪检查，严把工程质量和

进度，做到拨款时心中有数。做

到事前有预算，事中有核算，事

后有决算，在确保项目资金安全

使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

项目效能。

坚持“四专”管理制度。该

县坚持对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

金实行“四专”管理制度，即专人

管理、专账核算、专户储存、专款

专用。按照省农开办报账制度

要求，严格管理资金，确保农开

资金安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坚持县级财政资金报账

制。该县严格县级报账制度，加

强资金管理和规范报账程序，不

仅加强支出原始发票和单据真

实、合法情况的审核，更要对项

目实施过程和结果进行监控，使

监督管理贯穿项目实施全过程。

坚持开发资金精细化管

理。精细化管理就是树立精益

求精思想和有效治理理念，运用

信息化、专业化和系统化管理技

术，建立健全工作规范、责任制

度和评价机制，精确、深入、细致

地实施管理，提高资金管理的实

效。该县从2010年开始，实行

农业综合开发账务电算化管理，

规范了会计科目，减轻了工作强

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坚持大力整合各种涉农资

金。该县按照“渠道不变、性质不

变、统一规划、统筹安排、相对集

中、配套使用、确保效益”的原则，

采取“为办一桌席，各兑一盘菜”的

方法，每年整合各种项目资金

4400多万元，性质相同的项目安

排在相邻区域，性质互补的安排在

同一区域，打好组合拳，共同谋发

展。（庞振伟陈培林白文领）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财务

管理，加强财务监督，提高公务

支出透明度，让每一笔农开资金

都在“阳光”下运行，根据《沁阳

市市级预算单位公务卡管理暂

行办法》和《沁阳市财政局关于

实施市本级公务卡强制结算目

录制度的通知》要求，沁阳市农

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从9月1日起

全面推行公务卡结算制度。9月

1日起，所有发生的属于公务卡

强制结算目录的公务性支出全

部用公务卡进行结算。

单位工作人员因公务支出需

要，根据公务卡受理条件的要求，

先以个人名义用公务卡刷卡消

费，取得相应的报销凭证和银行

卡刷卡（POS机小票)凭证。财务

人员对持卡人签字确认的公务卡

消费交易凭条（POS机小票）及报

销凭证等进行审核后，根据持卡

人提供的姓名、交易日期和消费

金额等信息，查询核对公务消费

的真实性，审核确认后履行报销

手续，将报销款直接转入公务卡。

截至 10 月中旬沁阳市农

开办共计用公务卡结算购买办

公用品，支付差旅费、培训费、

交通费等公务性支出20笔，金

额达2万元，金额最小的一笔

是仅为30元的购买办公用品

支出。 （王胜利）

本报讯目前农业综合开发

项目工程建设已经进入关键时

期，周口市农开办采取四项措施

强力推进项目工程建设进度。

认清形势，统一认识。认清

当前的政治形势及农开工作的

新形势，认清在全省所处位次，

在保证项目安全、资金安全、人

员安全的情况下把农开各项工

作迎头赶上。

加强领导，强化责任。周口

市及县市农开负责同志要在其

位、谋其政、负其责，主要领导亲

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落实任

务、强化责任，集中一切力量，尽

全力抓好农开工作，确保项目工

程建设质量和进度。

克难攻坚，强力推进。各县

市要克服一切困难，采取非常措

施强力推进项目工程建设，主抓

领导和相关人员要吃住在工地，

定任务、定责任、定奖惩，做到工

作有规划、有分工、有布置、有检

查、有落实，确保项目工程建设

主体如期完工。

量化考核，严格奖惩。落实

月通报制度，现在正值农开项目

工程建设的有利时期，各县市必

须每周上报一次工程进度；落实

督导制度，每周市办组织人员深

入各县市项目建设工地实地督

导，了解掌握实情，月底将督导

和上报情况通报给当地党委、政

府主管领导，并且作为年终绩效

考评及评先依据；落实兑现奖

惩，根据市委“四制工作法”、《全

市农业综合开发绩效考评办法》

及对各县市的工作进行量化考

评，对年终考核第一名的奖励

0.5万亩任务，考核最后一名的

扣减0.5万亩任务，并将有关情

况通报全市。 （陈安全）

近年来，滑县通过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加快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

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自2010年以来，该县总投资17507.8万元，新打机井及旧井配套2456眼，低压地埋线1031公里，架高压线80.25

公里，开挖疏浚渠道71公里，铺设输水管道1113.81公里，配套农桥涵132座，植树39.7万株，整修田间道路522.5公里。通过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区建成了稳产高产、旱涝保收、节水高效的高标准基本农田，达到了“田成方、林成网、沟相通、路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的农业生

产新格局。

图为近日在滑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内，该县白道口镇郝村农民在铺设地埋管。 时昌宁摄

本报讯（记者张生平 通讯员淡

向灵范雯雯）10月28日，在汝州市西

出市口的路旁，只见满载玉米的大卡

车浩浩荡荡排成了长龙，等待着向河

南巨龙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送玉

米，几位正在等待的司机在讨论着这

一趟运输所带来的收入，喜悦之情溢

于言表。

在该公司，负责人介绍说，河南

巨龙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是汝州

市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近几年公司的发展得到了省、市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大力支持，对

公司实施财政贴息数百万元，不仅

使公司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同时也带动了汝州及周边

县市农村经济和农业产业化的发

展，真正达到了农民增收、企业增

效、财政增长的目的。

近年来，汝州市农业综合开发办

公室合理利用财政贴息资金，围绕主

导产业发展，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

按照扶优、扶大、扶强的原则，重点

扶持发展主导产业，围绕产业扶龙

头、龙头建基地，大力实施龙头带动

和名牌产品开发战略，重点扶持了河

南巨龙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汝州

市九兴牧业有限公司、河南宏翔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梦想食品有限公

司等几个规模较大、资源优势明显、

群众参与广泛、辐射带动面宽、发展

势头良好的农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

龙头企业在开拓市场、加工增值、科

技创新、标准化生产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使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

的大市场实现了有机连结，加快了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实现农业

大市向农业强市的转变。

公司在发展壮大的同时还把缓

解就业压力、增加劳动就业岗位、促

进社会稳定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巨

龙公司所有员工都来自汝州各乡镇

及周边县市乡镇的贫困乡村，还有

些是残障人士，每人年收入1.8万元

以上。“另外安排 200 多名装卸工

人，年增加社会效益600万元，为公

司送玉米的农用三轮车就有600余

辆，按一辆农用车月收入3000元计

算，年可增加社会效益2160万元。”

该负责人说。

公司的发展有力地带动了当地

运输业、编织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公司每年原料和产品运输量达100

万吨以上，为公司运输的车辆达60

辆，每年支付运费3480万元；年使用

编织袋达2165万条，每年支付费用

3300万元左右，极大地带动了其他行

业的快速发展，这已成为汝州市经济

增长的一大亮点。

民权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自2012年高

标准农田建设以来，连年获得省市县赞誉和嘉

奖。为了探索他们成功的经验，记者于近日走

进了民权县野岗乡2014年度的高标准农田项

目区。在这里，记者看到的是田成方、林成网、

渠相通、路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的壮阔场面，工

程标准之高令人叹服。同行的该县农开办主任

蒋海涛说：“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推行的‘五

个结合’发挥了巨大作用。”

工程规划与农民意愿相结合。高标准

农田项目规划伊始，便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

线，遵循“一事一议”原则，广泛征求群众意

见，使项目内容和工程布局达到“三个符

合”，即符合国家政策、符合当地实际、符合

农民意愿。同时，大力宣传农开工作的方

针、政策，公示项目的投资、内容及标准，使

人民群众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和管理权。

工程实施与土地流转相结合。由于很多农

民的地块零星分散，不能满足现代农业需求，高

标准农田项目的实施，正好成了农户土地流转

的助推剂，使项目区农业生产的障碍性因素得

以排除，生产成本得以降低，拓宽了农民外出打

工和增收途径，并吸引大量业主进入项目区承

包土地。随着土地流转制度在项目区的逐步推

行，农业综合开发中经常遇到的诸多难题也迎

刃而解。

工程质量与群众监督相结合。为了充分

发挥农民群众的主导作用，切实加强农开工程

质量监督，高标准建设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使

其真正成为造民福、顺民心、得民意的“阳光工

程”，把各标段的项目用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

方式编制成技术明白纸5000份，发放给项目

区的群众，并聘任在项目区群众中有较好声

誉和威望的农民担任质量监督员，从而确保

了施工质量。

工程项目与整合资金相结合。民权县在农

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以农业综合开

发资金为引导，以扶贫、发改委、电业等相关涉

农部门资金为辅助，以社会资金为补充，整合多

方资金300多万元，形成巨大合力，助推高标准

农田建设。通过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与其他支农

资金整合，优化了项目资源，拓宽了融资渠道，

为农开项目建设集聚了更多的生产要素，取得

了明显成效。

科技推广与科技院校相结合。民权县

农开办会同河南农业大学、县科协、县农业

局、神人助粮食加工企业、项目乡镇等单位，

采用“农开办+技术依托单位+项目乡镇+合

作社+龙头企业+农户+县科技部门”形式，

探索农业综合开发科技项目新模式，把大学

教授的“科技讲堂”搬到了农民的田间地头，

对推动项目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

民权县农开办

资金管理“八个坚持”

滑县完善农田设施助粮丰

农开项目助力
汝州“巨龙”腾飞

沁阳市农开办

全面推行公务卡结算制度

周口市

强力推进项目工程建设

唱响“五个结合”戏 抒写农开大文章

■项目推进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