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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陟县“90后”小伙郑亚东

为“绿色山药”插上互联网“翅膀”

虞城县侯楼村

“农田保姆”祝春华 科普植保20年
□本报记者 李燕 通讯员 侯博沈志远

漯河市干河陈村

打造城市休闲中心

卢氏县豫西百草园

筹办首届乡村旅游节 新乡种粮大户得了场“及时雨”
该市举办河南首次新型经营主体小麦市场、技术及政策培训会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打下换届选举坚实基础

清丰县

党的创新理论万场宣讲进基层

濮阳县

从扶贫一线提拔干部

小麦进入拔节期
田间管理需加强

在广袤的豫东平原，长期活跃着一支

贴心服务“三农”的植保科普队伍，他的带

头人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农田保姆”。

他就是被团中央、农业部授予第九届“全

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的河南三产融合

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祝春华。

祝春华出生在虞城县王集乡侯楼村

一个农民家庭。初中毕业后，为了吃饱

饭，他能想到的只有种地。有一次去同学

家的果园玩耍，看到满园的果子特别诱

人，他就对果树种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此后，他经常到同学家的果园里观察果树

的生长并认真记录，同时向果农请教果树

栽培和管理技术。他买来《果树管理技

术》《果树栽培技术》等农技方面的书籍，

如饥似渴地钻研、学习、实践。回家后，祝

春华把家里的4.7亩耕地种上果树，像着

了迷似的，天天泡在果园里盯着他的果

树，学习施肥、用药，并做笔记。

整整6年时间，他都吃住在地头，练

就了一身防治病虫害的本事，甚至还能根

据害虫死的情况推断出果农用的什么药。

从1995年开始，看到祝春华苹果种

得好，很多农民也跟着他种果树，祝春华

的果园成了附近十里八村最热闹的果园。

2002年，祝春华独辟蹊径，采用了别

具一格的做法。白天，他组织演员到乡镇

表演节目，然后讲一些农民最感兴趣的农

业科普知识，一年表演接近300场。晚上，

他就到乡下放露天电影，电影放到一半，

他就像插播广告一样，给大家讲一些当下

热门的农业知识。他借助表演的形式，推

广农业科普知识，代销农资产品，由他代

理的多个农资产品销量都居全国前茅。

2005年，祝春华与中国最大A、B双

股上市的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合资

成立沙隆达春华益农（商丘）农资连锁有

限公司，专业从事农资连锁服务，帮助农

民进行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近年来，

他们累计为周边县市农民实施农田病虫

草害统防统治面积超过700万亩，坚持推

广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和实用技术，

农民亩均节约投入180元以上，累计为农

民增收4亿多元。

2014年，祝春华积极响应国家肥料

使用量减少的号召，投资5亿元建成中

诚国联（河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推广

的产品不仅肥料利用率提高15%，还减

轻了农民30%的劳动强度，深受农民的

欢迎。

如今，在农业植保领域成绩斐然的祝

春华又瞄准了乡村振兴的新目标。2017

年7月，河南三产融合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联

合碧桂园集团倾力打造商丘市睢阳区“碧

桂园·春华秋实”田园综合体，在家乡古宋

河沿岸打造一个集高效农业生产、特种花

卉种植、花卉苗木研发中心、新型产业、生

态居住等于一体的万亩田园综合体项目。

“天上不会掉馅饼，但只要肯干，幸福

生活就会到来！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乡

村振兴绘出了蓝图，我也要为实现强国富

民梦尽一份力！”祝春华说。

“真不敢想象，互联网的能量这么

大!”3月23日，武陟县大虹桥乡寺庄村村

民宋利宾告诉记者，他们种植的铁棍山药

在网上卖得非常火爆，村民足不出户就将

山药销售一空。而这一切，都是一位名叫

郑亚东的“90后”小伙帮他们实现的。

2014年，郑亚东以选调生身份来到

了武陟县大虹桥乡工作，初到乡里的他，

说起互联网头头是道，却对山药种植一窍

不通。就是这样一位年轻人，却用短短三

年时间，让该乡7个村的铁棍山药搭上

“网络快车”，销往全国各地。

三年前，一次购买山药，让郑亚东发现

当地许多山药种植户还在使用农药和膨大

剂来增产，再加上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没有

稳定销路，他们每年的种植面积、销售价格

都有较大波动。看到当时的情况，郑亚东

决定利用20亩耕地，只施农家有机肥，实行

人工除草，试种无公害铁棍山药。

在郑亚东的建议下，“村与良田”项目

开始实施，并以高于周边农村每亩200元

左右的价格流转农民土地。同时通过互

联网发起众筹，按照既定方案无公害、标

准化种植铁棍山药，以每亩2.4万元左右

价格、1000公斤优质无公害铁棍山药的

协定，承包给网上征集的“地主”。

他通过线下组织“地主”参与劳动和

线上直播生长过程相结合的方式，让“地

主”们一起见证山药生长全过程。在每一

块专属地里，清晰标注了“地主”的个人名

片和定制信息，越来越多的“地主”专属牌

林立在田间地头。

“无公害种植铁棍山药虽然成本高

点，产量也会下降10%左右，但每亩的纯

收入却增加了20%，还保证了山药的品

质与安全。”郑亚东说，预计今年可为福状

元粥和巴奴火锅两家“地主”供应20多万

斤铁棍山药。

“村村有良田，户户能致富。”郑亚东

的梦想正在照进现实。在带动乡邻种植

山药的同时，他还通过打造“互联网+山

药”产业链，带动当地百姓家门口就业。“从

田间到仓储，从仓储到运输，我们的山药

经过播种、管理、出土、包装、分拣、装车等

过程，需要大量人手，高峰期我们的用工

人数能达70多人，每人每天60元工钱。”

如今，郑亚东套用土地众筹模式搞起

了有机蔬菜种植基地，基地采用“开心农

场+精准扶贫”的模式，向广大焦作市民招

租认购土地，种植有机蔬菜，体验田园乐

趣。大虹桥乡党委、乡政府以产业扶贫资

金10万元帮助贫困户入股有机蔬菜种植

基地，每户股金1000元，涉及贫困户100

户，每户每年收入300元至500元。

“下一步，我们还要利用有机蔬菜基

地发展农家乐，让游客来到大虹桥乡，体

验集种植、采摘、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田园

式生活。”郑亚东说。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陈良）“6

万平方米的休闲体验式商业中心——开

源大未来购物中心在年前开业后，我们陆

续开业运营了大汉、炎黄河上街……”3月

22日，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村党委书记林

东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将致力依

托村办集体企业开源集团打造集休闲游、

休闲购、休闲娱、休闲吃于一体的豫中南

城市休闲中心。

据了解，经过持续多年的稳健发展，

干河陈村走上了“农民变市民、农村变社

区、社区变景区”的就地城镇化之路，成为

环境优美、生态文明的“中国城镇化示范

村”。 2017年，村办集体企业开源集团净

资产达20多亿元，实现年营业收入12.6

亿元，缴纳税金5520万元，成为漯河地区

有一定规模和颇具影响力的现代三产服

务业集团公司。

“力争通过3～5年的努力，把改造后

的社区建成全省特色商业区典范，创建国

家5A级旅游景区。”林东风说。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张海军
谢康）日前，记者来到卢氏县官道口镇豫西

百草园，只见春风吐绿，山花争艳，河溪澄

澈，翠竹摇曳，到处一派明媚春光。负责豫

西百草园建设的豫西大峡谷副总经理韩向

征正带领上百名景区员工在栽植风景树，

他说：“景区面向全国海选引进民俗才艺、

特色美食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正在

紧锣密鼓地筹办首届乡村旅游节。”

豫西百草园是由豫西大峡谷投资1.5

亿元开发建设的全国唯一以中药材科普、

康养为主题的集山水、花海、民俗、美食于

一体的国家4A级景区，豫西大峡谷、豫西

百草园连为一体，形成国内少见的双4A

景区，丰富了景区内涵，扩展了旅游范畴。

据悉，乡村旅游节自4月5日开始至5

月1日结束。届时将有秧歌、社火和地方

戏曲表演，景区还建造了儿童游乐设施，推

出一批特色美食。“以扶贫、增加当地群众

收入为己任，4月5日至4月28日，豫西百

草园免收60元门票。”景区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田明）3月26日，省农

业气象专家提醒农民朋友，目前我省小

麦已陆续拔节，耗水量将进一步增加，各

地田间管理要加强。

实测墒情显示，眼下豫北、豫中及

豫西局部等地墒情略为不足，豫北极个

别县（市）将出现中度干旱，豫中、豫东、

豫南局部土壤相对湿度在90%以上，为

偏湿，其他大部土壤墒情适宜。未来大

部地区土壤墒情条件对冬小麦的苗情转

化升级较为有利。

专家表示，春季大风天气也会加速

土壤失墒，豫北、豫西局部墒情未得到明

显改善的地区，应及时进行灌溉，以满足

冬小麦春季生长的水分需求，防止旱情

进一步发展。进入拔节期后，杂草生长

加快，与小麦争肥、争水、争光，应及时中

耕除草或喷施除草剂。

此外，春季气温起伏较大，冷空气

活动较频繁，棚架设施应注意提前加固，

防止棚架倒塌或大风掀开棚膜造成冻

害，并做好棚内温湿调控，蔬菜或花卉大

棚加盖草苫、双层薄膜等保温材料，提高

棚内温度。

3月20日，在项城市植物园项目工地，工人正在紧张施工。项城市植物园项目是项城市十大百城建设提质项目之一，面积1350

亩，投资概算8000万元。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张永久摄

3月22日，沈丘县周营镇王寨村的西瓜种植大户王振正驾驶微型农机整地，为西瓜

苗的移栽做准备工作。近年来，该镇利用新科技培植的品质优良、质量上乘的无公害“订

单”西瓜，深受客商青睐，经济效益可观。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谢辛凌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晓
磊 陈焕杰）“老张呀，你看，你的麦子有

的已经出现纹枯病了，得赶紧进行‘一

喷三防’，再晚就要影响产量了。”3月

21日，舞钢市枣林镇农技站农技师朱

耀勋在该镇铁炉王村张梦申的田地里，

针对小麦的长势、苗情进行田间“把诊

问脉”。

张梦申是种粮大户，通过土地流转，

承包了1300多亩地种植小麦。朱耀勋

是张梦申的“田间医生”，庄稼有个啥毛

病张梦申都给朱耀勋打电话“问诊”，让

他开出治疗“处方”。“种粮不能光靠经

验，得相信科学，上周我有一块地里的小

麦发黄，朱老师给我一包药，让兑40斤水

喷一喷。喷过后，现在麦子已经发青了，

长势很好。”张梦申对朱耀勋特别信赖。

为保障今年小麦丰产丰收，该镇提

出“农民增收、科技先行”的口号，创新推

出麦田管理“田间医生”，邀请组织市、镇

农技人员10余人，按区域深入田间地头

实地查苗情、观墒情、治病情。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穆文
涛）3月23日，记者从2018郑州航展执

委会了解到，日前，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

已正式批复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恳请

支持举办2018郑州航展特技飞行表演

活动的函》。

目前，上街区正在紧张筹备2018郑

州航展工作。据悉，邀请的9支特技飞

行表演队中，既有在往届郑州航展上给

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意大利开拓者、英

国雅皮士等飞行队，也有更多全新亮相

的队伍。航展期间，他们将在每天上午、

下午90分钟炫酷表演的基础上，每天傍

晚日落前后上演60分钟精彩绝伦的“晚

霞飞行音乐秀”，打造一场极为震撼、梦

幻般的视听盛宴。

2018郑州航展将于4月27日在上

街区开幕。

本报讯（通讯员范永胜 江伟 记者

马丙宇）3月20日，河南省首次新型经营

主体小麦市场、技术及政策培训会在新

乡召开。此次培训会由国家小麦产业技

术体系、中国农业大学主办，新乡市农科

院、农牧局承办。

2018年，新乡全市小麦播种面积达

545万亩，其中“新麦26”等强筋优质小麦

占112.3万亩。“新乡优质麦、强筋麦的发

展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小麦界素

有‘中国小麦看河南，河南小麦看新乡’的

说法。”新乡市农科院院长闫玉信介绍。

会上，刘泽莹、李雪、蒋志凯等小麦专

家从不同方面对小麦进行了深入讲解，为

农业新型主体提供指导，并帮助其了解产

业政策。本次培训会面向麦农合作社、家

庭农场、种粮大户等新型主体，提供小麦

市场、政策及生产技术培训，旨在不断提

高新型主体在小麦生产经营服务中的作

用，探索多种粮食规模经营形式。

培训会结束后，新乡县种粮大户马有

永告诉记者：“这次培训会真是场‘及时

雨’，平时很难接触到这样的专家，今天的

培训解决了俺在生产上的不少难题！”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李
善伦）近日，濮阳县印发《关于强化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职能、加大脱贫攻坚

工作考核力度的意见》，提出建立一

线培养选拔干部机制，把脱贫攻坚一

线作为培养、锤炼、选拔干部的主阵

地。

据了解，该县出台脱贫攻坚方案，制

定驻村第一书记和队员相应的考核办法

和细则，建立问责激励双重机制，把脱贫

攻坚一线干部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主渠

道，让脱贫成效作为选拔使用干部的重

要依据，对表现和业绩突出的，优先提拔

使用；对慢作为、不作为或不胜任的，采

取下发工作提醒通知书、约谈派出单位

主要负责人、召回驻村第一书记等措

施。今年2月份提拔重用的129名干部

中，其中98名是脱贫一线干部；另外的

31名干部是棚改、环保等重点工作中表

现优秀的干部。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 通讯员夏端
勇刘磊）自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

作启动以来，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党工委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为选出“讲

政治、重公道、擅服务、口碑好”的“两委”

班子打下坚实基础。

3月初，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

工委委员、组织部部长韩向阳，区管委会

副主任徐勇一行到各乡镇（场）、街道调

研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全面了

解情况，聚焦难点重点，精心督促指导，

并对当前换届选举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各乡镇（场）、街道对换届选举工作

高度重视，以此次换届选举工作为契

机，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工作。建立综

合分析研判机制，把握村情，吃透选情，

严格标准，细化条件，做好指导、检查、

监督和落实。

本报讯（通讯员王世冰 陈晓旭 记

者段宝生）3月22日，清丰县“党的创新

理论万场宣讲进基层”活动正式启动。

首场报告会在城关镇举行，全县120余

名党员干部聆听了报告。

此次宣讲活动从3月下旬开始至

12月底结束，由领导干部、专家学者、

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代表劳模、

党员志愿者、青年机关干部等组成的

7支宣讲团，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宣讲

活动。重点抓好党的创新理论进基

层的6个渠道：进企业、进农村、进机

关、进校园、进社区、进网站，实现宣

讲对象全覆盖，并根据不同的宣讲对

象进行“靶向式”宣讲。同时，统筹宣

讲手段，建好用好实地宣讲、新媒体

宣讲等平台，形成网上网下宣传强

势。

舞钢市枣林镇

“田间医生”为农户“开处方”

□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毋昆

2018郑州航展飞行表演空域获批

项城 植物园开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