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全省农牧业产业扶贫工作现场

会在平顶山市召开，此次会议由省农业厅、

省扶贫、省畜牧局联合举办，旨在深入贯彻

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脱贫攻坚战新要求

新部署，实地观摩交流农牧业产业扶贫经

验，安排下一步农牧业产业扶贫工作。

省农业厅厅长宋虎振指出，要抓学

习，学好经验，对产业扶贫工作再研究再

深化。要抓关键，精准施策，着力提升农

牧业产业扶贫增收能力。要抓整改，细化

措施，推动“1+N”专项行动方案落地见

效。要抓作风，从严从实，为打赢产业扶

贫攻坚战提供坚实保障。

宋虎振强调，农业是大多数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的主要产业，要通过延长产业

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让贫困户进

入利益链，多形式多渠道带动贫困群众发

展。一要持续推进“四优四化”，在调优结

构中抓好产业扶贫。在优质小麦发展上，

构建现代小麦产业体系；在优质花生发展

上，抓好花生绿色高产高效创建示范县建

设；在优质草畜发展上，加强牛源基地建

设，扩大粮改饲试点，推进种养结合；在优

质林果发展上，着力提高标准化种植水平

和组织化程度，增强“四优”产业带贫能

力。二要持续推进绿色食品业转型发展，

在完善链条中拉动产业扶贫。发挥好现

代农业产业园等平台载体拉动作用，结合

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发展“互联网+”“旅游+”“生

态+”新业态，推动农村“双新双创”，把产

业发展与贫困户脱贫衔接起来。三要抓

好特色农业发展，在提高农业效益中推动

产业扶贫。把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作

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扶贫

的重要举措，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四要

抓好政策落实，在加快项目落地中推进产

业扶贫。注重项目跟踪问效，管好用好项

目资金，争取更多资金投入产业扶贫，发

挥政策项目的推动作用。五要持续深化

农村改革，在增强主体带动中推动产业扶

贫。持续推进“三权分置”改革、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充分挖掘好各类改革政策

红利，让贫困户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把新

型经营主体扶贫带贫成效作为政策扶持

的重要考量，对扶贫带贫效果明显的新型

经营主体给予优先支持。

现场会实地观摩了宝丰县弘亚菌业、

康牧合作社以及鲁山县天健蔬菜、瑞亚农

牧等扶贫带贫典型。平顶山市、清丰县、

郸城县、洛宁县、牧原集团、文新公司等6

个市县和企业进行了交流发言。（厅报）

开封菊花，是河南省开封市特有农产

品，2009年获原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

保护登记，总面积166.7公顷，产地面积

100公顷。开封菊花享誉全国，不但花朵

均匀肥大、花色姹紫嫣红、花叶深绿肥厚、

花株丰满匀称，而且具有生产健壮无病虫

害、品种多样、耐运输、花期长、造型丰富

逼真等显著品质特征，曾多次在全国菊展

和其他各类花卉赛事中获得众多殊荣，赢

得了“开封菊花甲天下”的美誉。开封已

被评为全国唯一的“中国菊花名城”，菊花

已经成为开封一张亮丽的名片。

菊花是我国传统名花，在我国有着悠

久的栽培历史。在东周《大戴礼记夏小

正》中就有：“九月荣鞠，鞠草也，鞠荣而树

麦，时之急也”的条文，这里的“鞠”即指的

是菊花。至今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菊

花作为观赏花卉始于东晋，东晋诗人陶渊

明（365年～427年）喜爱菊花，他的“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成为千古名句。在

宋代，我国菊花发展进入兴盛时期，大量

菊花专著的出现就是很好的佐证。在宋

代菊花发展的基础上，明清时期的发展达

到极盛。

菊花千姿百态，五彩缤纷，且具有很

高的实用价值，并因其独特的“宁可枝头

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迎寒吐蕊、傲

霜怒放的气节，每每被古今文人学士所歌

颂，也为我国历代人民所喜爱。

开封，作为历史名城，菊花是她悠久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开封爱

菊、种菊、赏菊、斗菊、咏菊之风盛行，唐代

诗人刘禹锡曾描述开封菊花：“家家菊尽

黄，梁园独如霜”。至宋代，东京开封菊花

已驰名全国。暮秋时节，各地名菊荟萃于

此，一比高低。《东京梦华录》载：“九月重

阳，都下赏菊，无处无之。”足见当时菊风

之一斑。爱菊者众，遂育成风，又反过来

推动养菊技术和赏菊水平的提高。更值

得一提的是当时出现世界上第一部菊花

专著《菊谱》，收集品种35个。明代诗人

李梦阳曾来汴赏菊，并赋诗一首：“万里游

燕客，十年归此台。只今秋色里，忍为菊

花来。”在禹王台的乾隆御碑中，至今还可

看到“枫叶梧青落，霜花菊白堆”的诗句。

正因为菊花与开封人民的不解之缘，菊花

傲霜怒放、尽展风姿的品格也成为开封备

受推崇的城市精神。

开封属温暖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

明，气候温和、降水适中。夏季光照充足、

雨量充沛，有利于菊花营养生长，秋季凉

爽和短日照有利于菊花花芽分化。开封

土质疏松透气，土壤肥沃，菊花种植基地

平均pH 7.7，适合菊花的生长。在不断

地菊花种植实践中，还形成了一套具有开

封特色的栽培技术，并得到了国内外专家

的广泛认可。开封的菊花事业十分兴旺

发达，已经成为当今我国最重要的菊花栽

培中心之一。1983年开封市第七届人大

常委会第17次会议决定把菊花命名为

“市花”，确定了每年举办“菊花花会”，充

分展示了开封人高超的菊花栽培技艺，展

示了开封人对于菊花之美的深刻领悟。

“菊花花会”已成为开封的重要节会和传

播开封文化、扩大交流、宣传开封的重要

平台，为开封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

动作用。

菊花是开封市花，开封人喜爱菊花，

养菊之风蔚然，全市各大公园都设有菊花

基地，此外，市区还分布着众多的由个体

养菊能手建立的菊花基地，特别是南郊魁

庄，它于1999年被原国家林业部命名为

“菊花之乡”。开封市于2000年被中华人

民共和国年鉴社《中国土特名产年鉴》收

录为“菊花之乡”。开封菊花以繁多的品

种优势和高超的养菊技术吸引了全国各

地的养菊工作者，他们纷纷慕名来到开封

购买菊花种苗，交流菊艺。每到金秋十

月，全市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大街小

巷，到处都是盛开的菊花。花海人潮，五

彩缤纷，四海宾朋，纷至沓来。漫步这座

文化古城，到处都是鲜艳夺目的菊花，闻

到的是沁人心脾的菊香。

开封具有菊花栽培的优越自然条件、

悠久栽培历史，深厚文化底蕴，经过多年

的积累，开封菊花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已

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逐渐走进市民生

活，走进城市园林绿化，走进茶用、药用、

酿用等副产品开发领域。就种植技术来

讲，开封菊花造型独特，开封菊花一直处

于领先水平，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开

封菊花已经成为一个价值品牌，一张亮丽

名片，走出国门，享誉世界。

10月24日，光山县孙铁铺镇周乡村盛泰达合作社社员在收获火龙果。金秋时节，该合作社去年春从台湾引进种植的25亩红心

火龙果喜获丰收，预计亩均产值可达2万多元。谢万柏摄

雷明生不是石磨匠，但却用石磨磨出

了一条农村面粉加工的财富大道；雷明生

不是雷财神，但却在家门口创业，为当地

贫困民兵群众找到一条家门口就能脱贫

致富的门路。

“石磨面粉安全绿色，没有任何添加

剂，因为石磨转速低，每分钟转15转，温

度不超过45度，完整地保留小麦的醇香

与营养成分，吃起来筋道，不粘牙，极受客

商的青睐。”这就是正阳县袁寨镇巨鑫石

磨面粉厂厂长、民兵创业致富能手雷明生

向笔者介绍石磨面粉的好处。雷明生就

靠着巨鑫面粉厂的20盘石磨，每月加工

面粉100吨以上，增收6万多元。

这位80后的雷明生，作为新型职业

农民的代表，在2016年9月被镇领导邀

请参加了驻马店市全国“农洽会”农产品

展销参观，目睹了展厅里有一位山东济南

农民利用石磨磨出的小麦面粉很走俏的

情景。

雷明生想起小时候家里一盘石磨，母

亲常在夜晚或起五更磨面，村里的人也常

来家里用石磨磨面。“现在富裕了，村里人

还时常讲起家里的那盘石磨，讲起石磨磨

出的带有麦香味的面粉，蒸馒头可香啦！

可现在用机械钢磨磨出的面粉增加了添

加剂，味道却不是原生态的味道。”雷明生

怀念石磨面粉的味道。

“让富裕起来的人们再吃上石磨面

粉。”雷明生萌生了进行原生态面粉加工

的想法。说干就干，他和朋友开始到湖

南、山西、山东等地进行考察，收集各地的

信息，采取股份制的形式，雷明生投资30

万元购买电动石磨，建造厂房，雷明生和

朋友一起，将传统石磨和现代技术结合起

来。2018年1月，位于袁寨镇东侧的巨鑫

石磨面粉加工厂正式投产运营。

“我们的产品供不应求，并通过物流

卖到上海、天津等地。”雷明生说，产品还

通过京东、正阳八个人电子商务等平台销

售到全国各地，为了让石磨加工的杂粮走

出去，雷明生还做起了产品包装的文章，

他购进了真空包装机，把加工好的杂粮包

装成2.5公斤、5公斤的一袋，打出了石磨

面粉“巨鑫”牌的品牌。

“我们在沈阳设有一个总经销处。”雷

明生说，他们一天生产4吨面粉都被客户

抢空，连麸皮都成了“宝贝”。

“让石磨磨出的幸福带动更多贫困户

脱贫致富。”雷明生说出了自己创业的初衷。

“目前，我们巨鑫石磨面粉加工厂已

发展20盘电动石磨，日产石磨面粉4~5

吨，月产100吨以上，年产1万吨以上，创

造财富60多万元。下一步将采取‘公司+

加工厂+家庭农场+基地+品牌+扶贫车

间+农户’的产业化扶贫经营模式，与当

地10家家庭农场联姻，与10家农家超市

对接，创建优质小麦、荞麦、大豆、豌豆、绿

豆、红豆等绿色杂粮生产示范基地，将磨

出荞麦、绿豆等杂粮面粉，并优先安排贫

困户到厂里务工，把企业打造成该镇的产

业扶贫基地，至少带动50户贫困户到面

粉厂务工，逐步形成全县农产品加工龙头

企业。”（范杰 牛强 曹春阳）

本报讯 （记者董豪杰）10月23日，

2018年河南省农民体育工作现场会在夏

邑县召开。

近年来，我省积极探索体育事业与

三农工作结合的新方法，积极开创农民

体育工作新局面，农民体育工作不断取

得新成就，为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健康中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了巨

大贡献。

省农业厅副厅长陈金剑指出，全民健

身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开展农民体育

工作带来了新机遇，同时也为下一步工作

提出了新要求。要因地制宜，结合地区特

色，结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和脱贫攻

坚，扎实深入推动农民体育健身活动的开

展，让农民获得健康效益、农村获得经济

效益、全地区获得社会效益。

据了解，下一步，省体育局将配合省

农业厅、省农民体协坚定不移实施全民健

身战略、持续不断推动农体融合发展、坚

持不懈发挥全民健身联席机制作用，以农

民群众对体育健身和健康的需求作为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农民体育工作

和全民健身工作发展。

11月节气有立冬（7日）和小雪

（22日）。立冬即冬天的开始，农作物

进入越冬期；小雪节气气温逐渐降到

0℃左右，虽然开始降雪，但雪量不大，

大地尚未过于寒冷。

番茄、黄瓜、辣椒、茄子等露地喜

温果菜受霜冻后要及时拉秧清园。早

做好萝卜、胡萝卜、大白菜、娃娃菜、大

葱的收储工作。萝卜一般于11月上

中旬收获、挖沟储存；大白菜、娃娃菜

和大葱在11月下旬收获，在田间堆放

覆盖农膜储存；胡萝卜可以覆盖农膜

或秸秆就地储存；豫南区域可以露地

越冬的白菜、甘蓝，要提前浇好冬灌水

防冻，有条件时覆盖农膜或秸秆。秋

延后芹菜要在下旬及时收获上市，或

覆盖农膜延后生长，或挖沟储存到元

旦春节上市。

越冬茬大棚芹菜在番茄、黄瓜拉

秧后，抓紧定植，翌年3月上中旬收获

后，还不耽误黄瓜、番茄、辣椒、西瓜等

果菜瓜类蔬菜的春定植。越冬菜花、

松花菜、甘蓝苗和洋葱苗，在11月上

中旬土壤上冻前及时定植。洋葱定植

采取地膜覆膜定植；菜花、松花菜和甘

蓝采取开沟定植，先定植后在下月浇

冬灌水后覆盖农地膜，形成朝阳沟越

冬。本月上中旬，许多菜农有撒“埋

头”菠菜的习惯，即在当年不出苗，第

二年在早春土壤解冻后出苗，3～4月

份上市的菠菜，有些年份行情很好，

收获后且不耽误种植早春露地西瓜和

朝天椒等。目前豫北地区可以在冬闲

大棚里、豫南地区可以在露地还可以

播种黄心菜、乌塔菜、上海青等耐寒叶

菜，春节上市。可以开始明年早春大

棚番茄、辣椒、甘蓝、菜花的育苗工

作。严冬季节要注意覆盖二道膜或草

苫防寒。

11月要加强日光温室秋冬茬和

越冬一大茬果菜的防寒保温工作，夜

间覆盖保温被；大棚延秋辣椒和越冬

西芹要及时上二膜或围草苫。注意收

看天气预报，在大风和大雪来临前加

固棚室。若大棚内冬季不种菜，要撤

除棚膜，防止棚体受压损坏。结构好

的钢管棚可以不用撤掉农膜，在棚内

种植一茬上海青、菠菜、生菜、黄心菜

等，春节前后上市，价格好，还不耽误

下一茬蔬菜定植。冬季要减少浇水施

肥量，要用膜下暗灌和滴灌的方式施

肥浇水，多用烟雾剂防治病虫害，注意

放风排湿和换气。

时下，当你走进内乡杨沟万亩橘园，

放眼眺望，满山金黄碧透，蜜橘压弯枝

头，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吸引着周边县市

游人前来尝鲜。近年来，内乡县不断加

大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力度，通过调优

农业产业结构和科学规划、技术指导、创

建品牌、开拓市场等有效措施，大力推进

蜜橘产业发展。

在蜜橘种植形成一定规模的基础

上，该县围绕蜜橘这一地方特色主导产

业，积极做好“蜜橘品质提升、橘园休闲

旅游”文章，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

进蜜橘产业与休闲旅游的融合，把橘园

游作为发展休闲农业的突破口，加快“橘

园变游园”步伐，打造“休闲内乡”旅游品

牌，重点打造集田园风光、文化体验、休

闲度假于一体的大桥杨沟万亩生态蜜橘

园。一批“农家乐”经营点散布周边，促

进了农民创业增收。

而今，内乡杨沟蜜橘以其怡人的口

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在多次水果评比

中夺冠，声名鹊起，远销北京、陕西、安徽

等地。每年一度的内乡蜜橘采摘节，漫

山遍野游人如织，各地客商云集内乡县

万亩蜜橘基地，蜜橘成为当地农民的主

要经济来源。（李红亚）

时下，虽已过霜降，但在商丘市梁

园区双八镇西村无花果采摘园里，游人

采摘无花果的兴致正浓。与无花果采摘

园隔路遥相呼应的双八镇草莓主题公园

内一派繁忙景象。几十个工人穿梭其

中，忙碌着在给草莓有机施肥。

为了贯彻落实梁园区委农村产业

结构调整工作会议精神，践行“市场需要

什么就种什么，什么好卖就发展什么”的

理念，在区委统战部部长赵来霞的支持

下，该镇党委、政府积极发挥近郊农业的

优势，用好统战力量，大力发展色艳、味

美，兼具药效的无花果、草莓种植业。形

成夏秋无花果，冬春有草莓的种植格局，

确保游客在一年四季中都能采摘到优

质、养生的果实。

“双八镇下一步准备再建个养生中

心，集休闲、采摘、食疗、养生为一体，吸

引更多注重养生的市民来此旅游，为双

八镇经济腾飞按下‘快进键’。”双八镇

党委书记王建伟介绍说。

(乔文革 万为）

10月 28日，游客

在宁陵县刘楼乡陈庄村

房前开心的赏菊花拍

照。眼下，宁陵县科协、

陈庄村党支部精心打造

的菊花新农村，房前、屋

后、道路、田野里 300

多亩的菊花相继开放，

红的、黄的、紫的、白色

争相斗艳，空气中散发

着菊香，吸引周边的游

客、摄影爱好者前来拍

照。吕忠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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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敏 史俊华

内乡县“蜜橘+旅游”促农增收

商丘市梁园区双八镇

田园采摘游
按下乡村振兴“快进键”

宁陵县 鲜花扮靓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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