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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环境美了 村民腰包鼓了漯河市郾城区
拦河刘村

点评▶▶ 建设美丽乡村是群众的期盼

本报讯（通讯员王长河 吕艳慧 记者

丁需学）“市场变了，经营方式必须转变，要

不就赚不来钱。”10月20日，宝丰县赵庄镇

周营村魔术团团长靳全亮在电话里告诉记

者，随着魔术文化市场的萎缩，他从单一演

出走向既玩魔术又卖货，每年能挣50万元

以上，保持了魔术团体兴旺发展的好势头。

“和靳全亮一样，目前全县的民间魔术

演艺团体，大都实现了转型发展。他们以

‘互联网+文化+销售’的模式，利用电子商务

直接从企业进货，依托文化演出聚人气，既

演艺又卖货，开创了繁荣文化市场和增加经

营收入的‘双赢’新局面，推动了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蓬勃发展。”宝丰县委宣传部负

责人告诉记者。

据介绍，宝丰是闻名全国的中国曲艺之

乡、中国魔术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改革

开放以来，当地走南闯北的民间演艺队伍发展

迅速，演艺业的繁荣，带动了服装道具、音响电

器、物流运输和宾馆餐饮及艺术教育、人才培

训等行业的发展，也极大地拓展了当地产业

链。在本世纪初的兴盛时期，全县拥有民间表

演团体1400家，从业人员5.5万人，年收入10

亿元，形成了享誉全国的“宝丰文化现象”。

然而近年来，受娱乐方式多元化的冲

击，民间演出市场步入低迷期，民间演艺团

体的生存空间急剧萎缩，宝丰民间表演团体

一度锐减到不足300家、从业人员不足5000

人。“宝丰文化现象”怎么延续、怎么拓展、怎

么提升成为棘手的难题。

在此背景下，当地党委、政府与时俱进，

积极引导民间演艺团体转型发展，寻找出

路。改变原来单纯文化演出的老做法，走

“互联网+文化+销售”的经营新模式。以宝

丰星光文化传播公司为代表的一些团体三

年前就开始探索新的经营方式。他们在给

生产不粘锅企业做宣传广告的过程中受到

启发，尝到现场销售的甜头后，纷纷与各类

商品生产厂家洽谈合作，代理直销数十乃至

上百种商品，借助演出节目聚拢人气，然后

进行商品宣传销售。根据不同地域的不同

需求，通过互联网进行商品的订货与配送。

由于直接从厂方进货，很多商品远低于商场

价，因而赢得了消费者青睐，营销额直线上

升，外出团体收入倍增。星光公司负责人韩

艳伟说，近三年来他们投入资金650余万

元，演艺销售直通车达50多辆，文艺演出和

商品销售辐射全国23个省市，去年营业收

入达2600余万元。同时，还带动和培育文

化演艺团体30个、培养文化演艺人员400余

人、安排就业500余人。

▶下转第二版

宝丰“互联网+文化+销售”带富10万人

10月18日一大早，漯河市郾城区拦河刘村

村民刘红欣按时赶到村里的种植园区，发动除

草机，开始了一天的劳动。土地流转后，刘红欣

就成了“农业工人”，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天天

按时上下班拿工资。

拦河刘村位于郾城区孟庙镇北部，2012年

起开始进行土地流转，目前全村3500亩土地除

了村边的300余亩外，其余都进行了流转。流

转后，该村单一的农业生产变身为集农业生产、

科技示范、旅游观光等于一体的农业综合体。

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树立对土地流转感触最

深的还是生态环境的改善。他告诉记者，集中

管理和经营土地，专业化水平比散户要高。比

如上化肥，有机肥的比例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化

肥和农药的使用量越来越少。离村不远有个大

型猪场，将猪粪处理烘干，需要施肥的时候，大

家统一施用。

“只要人勤快，谁都有活干。”李树立说。全

村450多户村民轮流在园区干活。据统计，该

村村民在园区上班，每年的工资收入就达100

多万元。村民有活干，村干部就可以腾出手加

强村里的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村公益事业。

村里的主干道加宽了，5公里路面硬化了，

并逐步通到每家每户。还实施了安全饮水工

程，村民们都吃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如今，

大大小小40多个垃圾箱遍布全村，投资90多万

元建起了村污水处理厂，从根本上消灭了农村

“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的现象。村里还筹

资建设了一个60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为村民

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记者注意到，在拦河刘村每家门前都保留

了一个小小的菜园，浅浅的篱笆墙围出了一道

美丽的乡村风景。临近中午，71岁的宋秀荣老

人走出大门，在自家绿油油的菜园子里采摘辣

椒。

郸城县按照“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

驱动”的总要求，坚持“三农”重中之重地位不

动摇，推出“五举措”，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

伐，逐步实现由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的转变。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郸城县是国

家粮食生产核心区，近几年按照全省打造永

久性高标准粮田的建设目标出台了全县

2012年至2020年高标准粮田建设规划。重

点围绕汲冢、巴集、钱店、石槽、双楼、宁平、

城郊、胡集、李楼9个乡镇进行高标准粮田建

设，有效整合农业、财政、林业等部门资金

3.4亿元投入高标准粮田建设，建成了高标

准粮田16.2万亩。今年，该县新建高标准粮

田小麦高产创建示范方内，平均亩产达

1159.6斤，比普通农田亩产1076.6斤增产

83斤，增产幅度达8%，粮食生产能力得到显

著提高。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该县实施都

市生态农业发展工程，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城

市“菜篮子”功能的现代农业生态园；突出抓

好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以天豫薯业为龙

头，带动甘薯产业化集群发展，打造全国甘

薯新品种培育中心、深加工推广中心和仓储

物流中心。同时，支持天豫薯业与国家农科

院甘薯研究所联合，打造优质脱毒红薯繁育

基地，努力打造集科研、繁育、推广、应用、农

业观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区，引领全县

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该县加快培

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生

产经营，鼓励和培育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种

植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流转承

包土地。截至目前，该县发展规模以上种粮

大户600多户，培育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的

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230家，流转土

地面积达到30万亩。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

收。该县依托当地财鑫集团等实力强的涉

农企业，围绕小麦、玉米等优势产业，采取

“公司+基地+技术+农户”四位一体的生产

模式，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建立

了60万亩优质专用玉米生产基地、30万亩

优质专用小麦生产基地，农民年新增效益4

亿元以上。

统筹推进林业畜牧业发展。该县进一

步抓好林网的提升完善，突出抓好生态廊

道、农田防护林等五大工程建设，确保完成

造林任务9500亩，林网控制率达95%以

上。同时，抓好现代生猪、肉牛、肉羊产业基

地建设，巩固“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地位。

今年，该县粮食再获大丰收，单产、总产

均创历史最高纪录，开创了小麦生产连续十

三年增产的佳绩，在万顷黄土地上谱写出新

的篇章。

近年来，郾城区把建设美丽乡村作

为解决强农富民、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

重要抓手，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工程建设，

它如一缕春风吹绿了拦河刘村的每一个

角落。

拦河刘村的美丽乡村建设首先是尊

重群众的意愿，尊重村庄周边的自然环

境，从关注民生的视角入手，将原有的村

庄主干道加宽、硬化，彻底实现了村内

“三通一平”。

村民自觉意识的提高和居住环境的

优化，吸引着外地企业的目光。深圳美

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率先入驻拦河刘

村，流转土地1000余亩，发展高效农业、

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随后，沙巴口红

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金栏养殖有限公

司、漯河金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也相继

进驻。

目前，拦河刘村单一的农业变身为

集农业生产、科技示范、旅游观光、休闲

购物等功能于一体的农业综合体。脱离

土地的农民又回到田野里当起地地道道

的工人，这为美丽乡村更加美丽打下了

良好基础。

10月14日，中石化郑州石油分公司荥阳“三秋”服务小分队，来到该市

广武镇定觉寺村田间地头，为农机手提供加油服务。

本报记者 杜杰 通讯员 王国轩 景晓辉 摄

本报讯（记者孙雅琳）10月20

日，为进一步提升全省乡村旅游发

展水平，培育建设一批全国知名乡

村旅游目的地，省旅游局决定授予

郑州市中牟县、洛阳市孟津县、平顶

山鲁山县、新乡市辉县、焦作市修武

县、安阳市林州市、鹤壁市淇县、三

门峡市陕州区、南阳市西峡县、信阳

市浉河区10个县（区）为全省乡村

旅游示范县，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

洛阳市栾川县栾川乡、焦作市修武

县云台山镇等20个乡（镇）为全省

乡村旅游示范乡（镇），登封市大冶

镇朝阳沟村、洛阳市孟津县朝阳镇

卫坡村、焦作市博爱县青天河村等

30个村为全省乡村旅游示范村。

此外，河南晨明生态农业庄园等50

个乡村旅游休闲农庄还被授予全省

乡村旅游示范休闲农庄。

据悉，省旅游局将建立乡村旅

游示范单位退出机制，会同各省辖

市、省直管县（市）旅游局（委）每三

年对全省乡村旅游示范县、示范乡

（镇）、示范村、示范休闲农庄开展综

合评估，对不符合条件的予以整改

通报或取消称号。

本报讯（记者田明）10月19至

20日，全省乡村旅游提升及旅游扶

贫推进会议在栾川召开。全省18

个省辖市、10个省直管县（市）扶贫

办主任，18个旅游扶贫试点村所在

的扶贫工作重点县扶贫办主任，18

个旅游扶贫试点村负责同志和全省

旅游系统各级领导干部共130人参

加会议并现场观摩考察。省扶贫办

主任张成智出席会议。

张成智表示，旅游扶贫是国务

院扶贫办2015年启动实施精准扶

贫的十项工程之一，要切实认清乡

村旅游扶贫的重要地位。乡村旅游

扶贫是新常态下新的经济增长亮

点，旅游和扶贫结合起来能产生多

方面的综合效益，创造新的经济增

长点，能把特困片区变成景区，把贫

困人口变为富裕人口。

张成智说，乡村旅游扶贫是一

条行之有效的脱贫致富主渠道，通

过开发农家乐、小超市、采摘园等

特色旅游扶贫到村到户项目，可以

形成地方品牌，取得带动广大贫困

群众增收的良好效果；乡村旅游扶

贫能有效提升贫困群众的综合素

质，通过村容村貌治理，制定村规

民约，开展接人待物培训，群众的

综合素质有了明显提升；乡村旅游

扶贫工作任重道远，贫困群众由于

缺乏参与发展的资金和技能，大多

只能通过打工或土地流转获得收

益，景区开发与贫困村发展联系还

不够紧密，一些市县还没有形成扶

贫办主动、相关部门联动的工作协

调机制。

张成智要求，各地扶贫部门要

把旅游扶贫试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

日程，建立和完善试点工作领导机

制，分解落实工作目标责任；要抢抓

发展机遇，更新观念、注重谋划、协

力推进、合作共赢；要整合相关资

源，通过整合相关行业部门资源和

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共同推进乡村

旅游扶贫试点；要灵活掌握政策，可

通过搬迁扶贫、整村推进、到户增

收、小额信贷贴息等项目，扶持旅游

扶贫试点项目；要主动与旅游部门

协调配合，通过驻村工作队、第一书

记把旅游扶贫工作落到实处，让广

大贫困群众参与到旅游扶贫开发中

来，早日实现脱贫致富。

“五举措”驱动现代农业快速发展
——郸城县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系列报道之四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刘杰 胡恩来

全省旅游扶贫推进会
在栾川召开
省扶贫办主任张成智出席

我省将重点打造
110家乡村旅游点
三年一考核 不合格退出

中石化郑州石油分公司

流动加油站 送油到田间

□本报记者 仵树大

通讯员 王海防 张凤华 文/图

□郾城区区长 王迎波

整洁的拦河刘村整洁的拦河刘村

依托电子商务进货 依托演出销售产品

据新华社伦敦10月20日电 当

地时间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英国

议会发表讲话，强调中英要加强交流

互鉴，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支持和

友谊，推动两国合作再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中英虽然地处亚欧

两端，却长期彼此吸引。新中国成立

以来，两国关系创下了多项“第一”。

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

国，也是率先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的欧盟国家；是除香港外最大

人民币境外交易中心，也是吸引中国

留学生、开办孔子学院最多的欧盟国

家。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以和平

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也是各国同舟

共济、携手共进的时代。在这样伟大

的时代，站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

起点，中英两国携手，恰逢其时。

中英携手 恰逢其时
习近平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