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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曹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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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西峡香菇出口创汇突破6亿美

元，跃居全国首位；华邦公司年产3600吨

的猕猴桃超微果粉项目顺利投产，已批量

出口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霞光高科

公司年产5000吨辣椒精、辣红素生产线满

负荷运转，实现产销两旺……盛春时节，漫

步西峡城乡，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的强劲

拉动效应，让记者感受到农业产业化集群

为现代高效农业带来的生机与活力。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区，该县

全力培育特色产业基地和农产品加工龙头

企业，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初步形成了

以猕猴桃、香菇、山茱萸为主的三大农业产

业化集群。2014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完成

54.7亿元，其中“果、药、菌”三大主导产业

产值完成37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67％，

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1500元。

该县按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

规模化发展”的思路和“扩果、调菌、稳药”

的发展战略，强化农业产业链建设，发展规

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农业生产基地，推动

“果、药、菌”三大特色产业进一步集聚、优

化和升级，“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

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建成了仲景大厨房、

果然风情、明泰食品、中菇集团等一大批发

展潜力大、科技含量高、产品竞争力强的龙

头农业产业化企业，这些农业产业化的“发

动机”，牵引生态农业快速前进。

“实践证明，农业产业集群具有强大的

集聚效应、竞争效应、分工效应、区域效应

和品牌效益，已经成为提高西峡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农产品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必

然选择。”西峡县委书记李德成感言。

本报讯 近两年来，渑池县持续加快转

型发展，深入实施“四大一高”战略，积极推

进“一高两化”，在全省产业集聚区建设观

摩活动中，该县取得了产业集聚区和特色

商业区双“十快”的佳绩，特别是该县特色商业区的快速崛起和不断壮

大，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该县按照“科学规划、挖掘内涵、强化特色、扩大规模、提升效益”的

原则，通过强化规划引领、狠抓项目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健全管理机构、

加大招商引资等措施，致力于打造布局合理、特色鲜明、业态丰富的集休

闲娱乐、生态居住、商业金融、商贸物流、企业研发、行政办公、餐饮住宿、

医疗卫生等功能于一体的特色商业区。

2014年，渑池县特色商业区以万洋国际商贸城和仰韶汽贸城为依

托，重点培育了商贸流通和汽车贸易2个专业市场。万洋国际商贸城一

期自去年3月份营业以来，交易形势十分火爆，已实现销售收入1.2亿。

仰韶汽贸城引进了腾飞汽车贸易城、博长汽车广场等项目入驻，实现了

县域内汽车贸易市场的整合优化。

为不断加快特色商业区的建设步伐，渑池县加大产业政策的指导和

引导，结合城市商业布局优化调整，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服务业企业到

特色商业区落户发展，引导交通运输、商贸物流、信息服务等企业总部入

驻商务区，培育和发展总部经济。同时，该县专门成立了特色商业区管

理委员会，建立健全特色商业区建设联动机制，为企业的进驻和发展创

造有利条件，通过实实在在地抓项目建设和提升管理水平、服务能力，不

断壮大特色商业区的规模和实力。

他辞去刑警工作，跑到农村当村干部；他卖掉房子

和汽车，把资金投到农村建生态葡萄园；他求专家学技

术，带领10多名村民养羊致富……他就是曾荣获河南

省杰出大学生村干部“创业之星”等荣誉称号的商水县

邓城镇大学生村干部张耀。

利用秸秆来养羊

今年29岁的张耀家住周口市川汇区，父母都经商多

年，家里十分富裕。2009年，周口市公开选聘大学生村

干部，他不顾父母反对，辞去周口市公安局刑警工作，当

了一名大学生村干部，担任邓城镇后史村村主任助理。

2010年，张耀负责秸秆禁烧工作。尽管受了不少

罪、吃了不少苦，到最后还是没有看住群众偷烧秸秆。

在城里长大的张耀问群众为什么非要烧秸秆？村民们

无可奈何地回答：“这么多的秸秆放在哪儿？卖又卖不

掉，不处理又耽误种庄稼，你说有啥法？”为此，张耀走访

了不少群众，他感到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利用这些秸秆

发展养羊、养牛。

张耀找到杨湾村养殖能手杨光辉了解技术情况，杨

光辉说，只要定期防疫，养羊基本上没有问题。于是，张

耀就跟杨光辉商量：“我投资建养羊场，你把你的几十只

羊放到我的养羊场饲养，你既养你的羊，又当养羊场的

技术员，我每月给你发1000元工资。”就这样，张耀开始

了他的“羊”事业，饲料就用群众废弃的秸秆。

张耀多次到省、市、县畜牧局向专家学习技术，他利

用波尔山羊种羊与槐山羊母羊进行杂交，可以比不杂交

的羊提前3个月出栏，仅饲料费就节省400多元。一年

的时间，张耀的养羊场规模就发展到400多只。并且，

张耀把养羊场作为群众参观学习的示范场地，还成立了

商水县星火牧业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4年来，养殖合

作社已发展社员80多户，合作社员户均养羊年收入4万

多元。

▶下转第二版

4月29日上午10时许，载着救火英雄李到

信骨灰和遗像的灵车驶入西平县城区，道路两

旁站满了胸戴白花，手拉“英雄魂归故里”字样

的挽联的群众，家乡人民用最高的礼仪迎接英

雄“回家”。

1984年出生的李到信是一名退伍军人，家

住西平县吕店乡烟墩村汪楼自然村。2月14

日，在深圳当保安的李到信所在的小区发生火

情，听到呼救声后，他拿着灭火器第一个冲进了

火海。在救出两名业主后火场突然发生爆炸，

李到信光荣负伤，后经抢救无效，于4月14日

英勇牺牲，年仅31岁（李到信事迹详见《河南日

报农村版》4月20日4版）。

李到信去世后，深圳市相关部门先后追授

他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感动龙岗人物”等荣

誉称号。驻马店市总工会授予李到信“五一劳

动奖章”，共青团驻马店市委授予他“见义勇为

好青年”光荣称号，驻马店市文明委、西平文明

委分别追授他为“驻马店市道德模范”、“西平道

德模范”。

谢宏伟是西平县吕店中学教师、李到信

中学的班主任，他告诉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

自从得到李到信救火献身的消息后，他就把

李到信的事迹抄写在班里的黑板报上，让学

生们永远记住这位懂事明理、团结助人的大

学哥。“昨天听说县里今天要给李到信召开追

悼会，我特意向校长请了假，一大早就来到会

场，为的就是再送我这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

豪的学生一程。”

在追悼会上，李到信的父亲李九周几度哽

咽，他说：“到信牺牲后，深圳和驻马店两地党

委、政府给了我们不尽的关怀，也给了到信很多

的荣誉。今后，我一定教育好他的儿子好好学

习，做一个像他一样的好男儿！”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宁建鹏）4月25日，平顶山市首家

农民用水户协会——郏县堂街镇

农民用水户协会成立，这标志着郏

县小农水管理体制改革又迈出了

新的一步。

为破解小农水“重建轻管”难

题，郏县积极创新水利管理新机

制，采取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的形

式，通过以水源为依托，以灌区、泵

站为网络，以用水受益户为主体，

大力引导农民组建用水户协会，将

工程的维护、灌溉管理、防汛、抗

旱、水费收取等交给用水户民主管

理，使基层水利“事能议起来，活能

干起来”。

该镇农民用水户协会成立后，

主要承担位于堂街镇的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区内近2万亩农

田的田间水利设施和协会办公设

施的管理、维修养护、农业用水收

费等重要职能，进一步促进和完善

全镇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

本报讯（记者杨利伟）为进一步宣

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宣传广大

普通劳动者在平凡岗位做出的不平凡贡

献，增进广大网友对一线劳动者的了解，

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省总工会决定于5

月至10月期间，在全省开展“我为劳动

者点赞”网络主题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将通过开设专题、组织采

访报道、开设“我为劳动者点赞”微话

题、微信公众平台设置“我为劳动者点

赞”专栏等形式，集中采访、报道各行各

业优秀劳动者，同时征集各行各业的先

进劳动者。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将对各

单位提报的优秀典型劳动工作者筛选

后，在全省宣传推介，加入“劳动者之

星”点赞之列。

请为劳动者点赞
“我为劳动者点赞”网络主题宣传活动

5月1日正式启动

张耀，29 岁，本科，毕业于长沙警校。

2009年，辞去刑警工作，应聘为大学生村干

部。

人生格言：扎根农村，把自己的产业做

大做强，带领和帮助更多的群众致富。

③③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张耀：辞去刑警工作 当上村里干部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巴富强通讯员乔连军文/图

张耀（中）在百亩绿色葡萄生态园向镇领导介绍葡萄生长情况

英雄魂归故里 万人空巷敬迎
西平县李到信在深圳救火英勇牺牲，他的骨灰昨回家乡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黄华文/图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张洁）4月

28日，2015年庆祝“五一”劳动节暨表彰全

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近3000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全

国先进工作者接受表彰，河南心连心化肥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兴旭荣获“全国劳

动模范”称号，这是由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

在经济建设事业中做出重大贡献者的最高

荣誉。

自1994年调入这个年产12万吨碳铵

的县营小氮肥厂以来，刘兴旭经过20年的努

力，将它发展成了年产近400万吨的国家大

型化肥生产基地，并且在香港成功上市，成

为中国最大的民营化肥企业。在这期间，公

司尿素年产能由4万吨增长到了260万吨，

复合肥增长到110万吨，化肥总产能增长了

近100倍；总资产由2000多万元增加到100

多亿元，增长了500余倍；员工由600余人增

加到8000余人，增长了近15倍；利润由200

多万元增加到3亿多元，增长了150余倍。

刘兴旭信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他在公司建立了国家级实验室、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新疆水肥一体化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每

年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3亿元，获得国家专

利近百项。

科技带来了大发展。心连心公司生产

系统采用了国际最先进的水煤浆加压气化

技术，集合行业所有前沿技术，创造了一系

列“行业第一”：综合能耗在全国以煤为原料

的尿素企业中排名第一，尿素生产成本连续

十多年比行业平均成本低10%以上，2011～

2013年，连续三年被国家工信部评定为“能

效领跑者标杆企业”。

环保是企业的责任，这也是刘兴旭的原

则。公司生产的具有国家专利的控失肥系

列产品，有效解决了使用传统尿素利用率

低、污染环境、资源浪费等难题。通过大量

示范田数据表明，心连心控失尿素较常规用

肥粮食增产率达到10%以上，已累计提高粮

食产量20亿斤，为农民增收20亿元。

近年来，心连心公司在环保上累计投入

5亿多元，被环保部作为合成氨污水零排放

样板，在全国同行业推广，成为全国化工行

业环保的标杆。

“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实实在在为社会

做事”是刘兴旭的座右铭，也是他作为一个企

业家、一个劳动者永不放弃的目标和追求。

“五一”前夕传佳信

我省刘兴旭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张文邓志伟

小农水有了大管家
平顶山市首家农民用水户协会成立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2015年“五一”放假的通知精神，本报

对节日期间的报纸出版安排如下：5月1日无报，5月4日起恢

复正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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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英雄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