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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边上“网红村”留住乡愁留住客

副省长武国定在郏县调研时指出

积极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成效

□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王为峰文/图

台前县夹河乡姜庄村，这个系在黄

河上、隐藏丛林“深闺”中的古村落，转眼

间成了“网红村庄”，吸引了不少游客来

这里参观游玩。

7月10日，记者漫步在姜庄村，一条

条宽宽窄窄的小巷、一栋栋夯土房老院

落尽收眼底，虽然看上去都是些建在高

台上的土房子，但其实外土内洋，在改造

设计上都很有考究（如图），篱笆墙院落，

厚重的木门，冬暖夏凉的夯土墙，散发着

祖屋的味道，将人带回到几十年前，甚至

几百年前的岁月。“得天独厚的自然、历

史、人文资源优势，为发展乡村旅游扶

贫、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先决条件。”夹

河乡党委书记高衍峰说。

姜庄村紧挨黄河，是个落河村，洪涝

频发，大量耕地村宅塌陷于河。二十世

纪六十年代，村民陆续由堤东老村庄迁

至堤西，老村大量房子闲置，现夯土墙老

民房百余处，只有几户留守老人居住，成

为当地保存相对完好的千年传统黄河古

村落。这里还是黄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

汇处，黄河文化与运河文化、中原文化和

齐鲁文化交织相融，乡村的各种民俗节

庆、工艺美术、民间建筑、民间文艺、婚俗

禁忌、趣事传说等，赋予这里深厚的文化

底蕴。

“有中石油的大力支撑，更增加了我

们发展乡村旅游的底气。”台前县副县长

魏剑锋说，该县抢抓中石油对口帮扶的

机遇，和中石油、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谋

划了姜庄黄河古村落民宿小镇乡村旅游

扶贫项目，采取委托第三方运营方式，让

村民以合作社形式，参与村集体资产入

股分红。项目发展定位为依偎黄河、田

林纵横、鸟语花香、瓜果飘香、古风新韵、

亲子体验、安居乐业，不破坏古村的整体

布局，让传统古村变得更靓更潮。

“真没想到我们的姜庄老村还是块

宝地呢！”村民陈海青说，今年年初，他参

加了中石油组织的泥塑、插画、餐饮小吃

等方面的培训，并和村里的7名村民顺

利应聘了实习管家岗位，正式运营后，月

工资至少2000元以上。

“做好一个项目，拉动一方经济。乡

村旅游产业是朝阳产业，其作用不可小

觑。”台前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成永飞

说，该县将依托优势，以姜庄民宿为基

点，以点带面，融合发展采摘、观光、农

耕、特色饮食、文化旅游等产业项目，让

当地传统老手艺重新复活，让游客真正

体验到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

收获农产品、参与民间传统节庆活动、享

农家乐为内容的黄河民俗风情。同时，

充分发挥姜庄黄河古村落民俗小镇典型

示范作用，新发展一批特色鲜明的乡村

游文化品牌，在推动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中实现群众的美好梦想。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牛明远
刘磊）6月30日，舞钢市尹集镇仓房沟村

一处农家乐饭店里，村民张自有正忙着

指导厨师烹制药膳，餐厅里早已客满，等

待品尝美味。“山里散养的土鸡焯水后，

配上何首乌、枸杞、大枣清炖，食材才能

散发出自然的香味。”张自有说。

当地有句民谚：南坡到北坡，除了白

草都是药。从小长在大山里的张自有，

看到了村里土地少、地块小、产量低，靠

种粮仅能维持温饱的现状，于2017年流

转本村200亩土地建起舞钢市自有中药

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并带领附近乡镇近

百户“盟友”种植10多种中药材，亩均产

值4000~6000元。

近年来，舞钢市“生态乡村游”渐成

气候，每逢节假日生意火爆。张自有心

想，何不利用仓房沟村丰富的资源也办

起农家乐呢？看到多数农家乐的地锅

鸡都是“千锅一面”，他决定主打养生药

膳。张自有和饭店大厨一起做试验，

煎、炒、烹、炸各种手法试了个遍，并请

多名老中医进行指导，最终开发出了烧

葛根、桔梗炒肉丝、糖醋沙参等药膳佳

肴。药膳农家乐一推出，就受到游客的

追捧。

短短一年时间，仓房沟村的药膳农

家乐已发展到四家，村里近一半人都在

农家乐打工，月均收入两三千元。“这四

家店都是我供应的食用药材，并指导制

作药膳，但不从中

分利，就希望大家

都能够发展起来。”

张自有说。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胡少佳
赵小飞）如今，当你走在镇平县杨营镇程

庙村村道旁，能闻到阵阵花香，该村的光

伏基地里种满了玫瑰，香气袭人。“早上四

五点开始采摘，7点左右收工回家，等于多

挣了一份收入。”7月8日，正在采摘玫瑰

的村民程鹏云说。

光伏基地土地闲置，荒草丛生，容易

发生火灾。去年，回创青年张鋆开始发展

玫瑰种植，既利用闲置土地产生效益又能

代为打理光伏基地。张鋆之前在新疆种

植玫瑰，去年刚开始回乡种植玫瑰时，从

新疆运来5万株，栽种后成活率只有5%。

经专家诊断后得知，

因为路途遥远，玫瑰

苗根部受风，成活率

低。随后，张鋆转变

运输方式，又从新疆运来7万株玫瑰，这次

成活率达99%。

“我手里拿的这种是玫瑰花冠，南方

商场里一两就能卖128元。”张鋆说，目

前，公司在镇平县种植玫瑰300余亩，其

中一半都是占用的光伏基地闲置土地。

“单纯种玫瑰卖花，每年一亩收入也就

3000元，如果进行深加工，一亩地年收入

可达6万元。”

在杨营镇玫瑰生产车间里，有大型烘

干机、原液提取设备，整朵花可以做玫瑰

花茶，整个花瓣可以做玫瑰花酒和玫瑰花

膏，碎花瓣可以做玫瑰酱，玫瑰花经过蒸

馏、冷凝等程序还可以制成玫瑰纯露。目

前，该基地生产玫瑰酱、玫瑰醋、玫瑰纯露

提取液等数十种产品，形成了较完整的产

业链条。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7月9日，副

省长武国定到平顶山市郏县专题调研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要求全省各地要学

习借鉴郏县经验，积极推进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

当天下午，武国定专程来到位于郏

县堂街镇北汝河上的恒压喷灌取水口、

恒压灌泵站、远程灌溉控制中心，详细

听取郏县水利部门的工作汇报，对设计

使用年限15年而今已安全运行35年，

灌溉面积由6397亩扩展到33000亩的

恒压喷灌工程运行、管护给予充分肯

定。

作为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

郏县探索了“明晰农业初始水权、推行

分类分档水价、创新节水奖补机制、成

立协会自用自管”的改革模式，目前已

完成改革10万亩，节水率达到了30%，

既不增加农民负担，又用价格管理促进

节水。武国定对其做法给予肯定，要求

全省学习借鉴郏县等地的经验，积极推

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武国定指出，今

年全省要完成1000万亩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任务，各地7月底前要把任务全部

落实到乡村、到农户、到地块。要把计

量设施作为农田水利建设重点，今年新

建的590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要全部配

套终端计量设施；要抓紧建立完善水价

形成、财政奖补、用水管理、工程管护等

相关机制，确保改革真正运转起来；要

将农业水价改革绩效纳入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考核，并与农水资金、奖补

资金的安排挂钩。

当天，武国定还调研了郏县渣园乡

范寨村的幸福院运行情况，查看了渣园

乡凤凰岭社区的“双违”整治情况。

本报讯（记者王东亮曹相飞 通讯

员张超）7月10日，记者从省发展改革

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

联合印发《关于印发第二批国家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名单的通知》，

公布了第二批110个国家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名单，河南省5家示

范园入选，分别是西华县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内黄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镇平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邓州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上蔡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委于

2017年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名单，我省6家单位

入选。今年2月经考核，我省6家创建

单位全部转正为第一批100家国家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本报讯（记者田明）7月11日，记者

从团省委获悉，2019年全省大中专学生

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

会实践活动正式启动。

据悉，今年的活动将投身助力我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六大行动”，围绕理

论普及宣讲、科技支农帮扶等20个方

面，组建省级、校级、院系级重点团队，

深入乡村、社区、街道、厂矿，尤其是革

命老区、贫困地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按照部署，全省各高校参与人数不低于

本校在校生的40%、各地市中职院校参

与人数不低于本校在校生的30%，力争

学生总参与量不少于100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吴佩锷）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作为全省唯一一家专注服务农业、专

注服务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的省级国

有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河南农信担保

公司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围绕主

题教育总要求和目标任务，认真组织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实际，精心

安排，狠抓落实。

河南农信担保公司总经理刁玉新介

绍，公司采取多种形式，在学懂弄通悟透

上下功夫，在理论联系实际上下功夫，使

主题教育与农业信贷担保工作有机融

合。公司将以主题教育为契机，坚持以

问题为导向，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

群众，探索打通农业信贷担保支农“最后

一公里”，助力我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

第二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名单公布

我省五家示范园入选

我省大中专学生暑期“三下乡”
实践活动启动

河南农信担保公司

坚持问题导向 推进主题教育

舞钢农民张自有

创美味药膳引客来
镇平青年张鋆

将光伏基地变花海

7月10日，在内黄县田氏镇汤西村兰君毛绒玩具整装车间内，工人在对订单产品进行质量把关。该扶贫车间共吸纳百余名贫

困群众和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实现就业，产品销往印度、俄罗斯、韩国以及西欧一些国家。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毕兴世摄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刘波）7

月11日，在确山县双河镇的淮河湿地公

园里，该镇第一届中国淮渔小龙虾美食

节盛大开幕，节会现场，诱人的龙虾、鲜

活的水蛭等该镇养殖的水产品吸引了

众多参会者的眼球。

近年来，该镇把小龙虾产业作为脱

贫致富的重点产业，通过“稻虾共作”、

生态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促进贫困户增

收致富。为扶持小龙虾养殖产业，该镇

成立了小龙虾协会，并注册了“淮渔”商

标，倾力打造特色小龙虾品牌。据双河

镇镇长尚红军介绍，该镇共养殖小龙

虾、澳洲龙虾6000多亩，带动贫困户

400多户，小龙虾产业从业人员10000

余人，年综合产值3亿元以上。

确山县双河镇

养殖龙虾年产值破3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我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取得成效。据初步统计，目前全

国80%以上行政村开展了清洁行动，11个省

区市通过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整省验收。

这是记者11日从农业农村部举行的发

布会上了解到的。

农业农村部社会事业促进司司长李伟国

在会上介绍，2018年以来，中央农办、农业农

村部积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会同有关部门

先后印发一系列文件、召开多次会议，对学习

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推

进农村厕所革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村庄清

洁行动等进行专项部署。各有关部门协同配

合，安排70亿元中央财政资金实施农村厕所

革命整村推进奖补政策，中央预算内投资30

亿元支持中西部省份整县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并且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的

19个县给予激励支持。

2018年全国完成农村改厕1000多万

户，农村改厕率超过一半。2019年上半年，

全国新开工建设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5万

多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8万多座，新开

工农村户厕改造1000多万户，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各项重点任务正在稳步推进。

扶贫车间承接国际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