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3日，正阳县彭桥乡黄大埂村的小朋友在村里的小公园内玩耍。该村在“四美乡村”建设中，不搞大拆大建，巧妙利用废弃的

石滚、磨盘等乡村旧物件，让整个村落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贺永明摄

正阳 旧物件扮靓新家园

第二十二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
22 天距开幕还有

农村版
服务三农 第一媒体 HENAN DAILY COUNTRYSIDE SECTION

2019年9月 日 星期三 己亥年八月初六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第3808期 今日4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41-0101 邮发代号 35-2

新闻热线 0371—65795789 中原三农网 www.zysnw.cn 微
信

4

本报联系电话 总编室：0371-65795713 广告部：0371-65796176 发行部：0371-65795830 中原三农网：0371-65795715 责任编辑 张豪 图片总监 吕咏梅 版式 李英 校对 段俊韶

4

专注，是一种品质，持续的专注必会

带来意想不到的神奇。

鄢陵县举办的中国·中原花木交易博

览会（简称花博会），以18年的专注开辟

了花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也让可贵的

18年成为聚集产业力量的重要标记。

在有着1000多年花卉苗木发展史的

鄢陵县，2001年首届“地摊儿式”展会，从鄢

陵县陈化店镇花木会展中心出发，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最初的区域性交

易博览会发展到立足中原、辐射全国、走向

世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和精彩故事。

18年来，花博会影响力不断增强，成

为撬动花木产业发展的新支点，鄢陵花木

传统优势也逐渐发展成为经济优势。花

木种植核心区花农年人均收入达3.17万

元，是河南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近2.5倍。

18年来，在花博会、花木产业两个新

引擎的带动下，鄢陵“以花木改善生态、以

生态承载旅游、以旅游繁荣三产”，积极培

育依托生态依托花木的低碳产业——全域

旅游业和养生养老业。2018年，鄢陵县共

接待游客千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48.3亿

元，创历史最高水平。一批批健康养生养

老项目陆续开工，总投资不下500亿元。

展会谋变展会谋变

办全国性会展大到财力物力智力，小

到体力精力都是一次挑战。鄢陵连续18

年成功举办花博会的重要经验之一：政

策、理念的坚持。

鄢陵花博会经历了三个阶段，实现了

三级跳，在全国树立了响当当的会展品

牌，花木产业也随之由小到大、由大到

强。每届鄢陵花博会的主题不尽相同，但

突出文化特色、打造园艺精品、壮大旅游

产业、促进花木销售、增加农民收入的目

标永不改变。

首届花博会由鄢陵县政府于2001年

承办，河南省花卉协会、许昌市人民政府

主办，规模小、档次低，但也邀请到了国内

外知名花卉园艺专家举办了报告会和花

木供求信息发布会，吸引了来自台湾、吉

林、上海、江苏、山东、山西等省市单位参

展，众多花卉企业前来参观、考察、洽谈业

务，吸引社会各界人士20多万人前来参

观。花博会的成功举办，坚定了鄢陵把花

木产业作为富民产业推动发展的决心。

从2002年至2007年，花博会主办单

位除了许昌市政府，陆续增加了原国家林

业局场圃总站、原省林业厅、原省农业厅、

原省旅游局、省花卉协会等相关单位，兴

建了占地1500亩的花博园，生态旅游竞

相展开。这一时期花木产业快速发展，花

卉面积平均以每年5.5万亩的速度递增，花

卉主产区花农人均收入达6410元。到

2007年年底，全县花木生产由原来传统的

4个乡镇普及到全县的12个乡镇，花木生

产专业村由原来的4个发展到122个，种

植的品种由以前的400多个发展到2300

多个，花木公司由1960年的一家国营园艺

场发展到当时的各级各类花木公司、园、

场、圃763家，以花卉苗木为主导，各相关

产品、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2008年第八届花博会首次升格为原

国家林业局、河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主题：生态·开放·共赢。花博会室内外展

区展出的珍奇花木和高科技花木产品琳

琅满目，令观者大开眼界。3500多位国内

外客商、嘉宾互相交流、洽谈，共谋产业发

展大计。花博会吸引了2600多家客商与

会。签约项目85个，签约总金额138.1亿

元，步入了以建设现代名优花木科技园区

为代表的提档升级时代。2012年第12届

中原花博会首次冠名中国，成为第十二届

中国·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第十七届中

国·中原花博会共签约项目28个，总投资

达280.68亿元，项目涵盖了阿里巴巴—鄢

陵县产业带平台建设、美景红酒文化小镇、

鄢陵康养产业综合开发等诸多行业和领

域。2018年开始由中国花卉协会主办，致

力打造专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的

花事盛会，开启了提质增效的新征程。

产业聚变产业聚变

拥有70万亩花木种植面积的鄢陵曾

贡献了“鄢陵模式”的成功样本，它是鄢陵

花木产业早期发展水平的成果。

2013年，鄢陵紧紧抓住鄢陵花木产

业集群列入省三大产业集群试点的机遇，

开启了全方位提升花木产业质量效益的

新征程，建成了4A级的15万亩现代花木

产业集聚区。如今，集聚区已成为引领全

市乃至全省花木产业发展的核心区和增

长极，园区内已累计入驻花木生产、园林

绿化、花卉精油提取等各类企业220家

（其中国家一级园林绿化资质13家，新三

板上市1家，登陆香港资本市场1家）。

在鄢陵花木产业提档升级关键节

点，现代花木产业集聚区从一开始即高

起点、高标准规划产业发展项目，一手抓

基地建设，一手抓品牌塑造，不断延伸产

业链条。

按照花木标准化生产区和生态旅游

观光区的功能定位，花木产业集聚区不断

改善硬件、政策、政务、市场、法制环境，使

企业愿入驻、能发展、有信心。经过多年

的建设，目前实现土地流转面积14万亩，

完成总投资120亿元。城在林中、林在城

中，城在产中、产在城中，城在水中、水在

城中的生态田园城逐步形成规模。

鄢陵县采取借助外力、激活内力、善

用上力的办法，重点吸引县外、市外、省

外的大企业投资园区建设，进行创业发

展；积极吸引本县的花木企业、种植大户

入驻园区，开展“二次创业”；争取国家农

业和基础设施类项目投向园区。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花木产业集聚

区启动花木产业集群建设规划，努力打造

全国重要的优质花木生产交易基地、全国

知名的休闲旅游度假区，▶下转第二版

花博会 鄢陵绿色发展的“强引擎”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郑法魁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李明喻
张旭长）9月1日，在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

乡顺坝路旁的树荫下，“路保姆”王顺青

正手执铁锹清理着路边的杂草。

王顺青是曹镇乡曹西村村民，因常年

义务负责顺坝路曹西村段路边杂物清理、

路肩培土等护理工作，被当地群众亲切地

称为“路保姆”。据统计，在湛河区有230

名像王顺青这样的“路保姆”，他们每天利

用闲暇时间，像呵护孩子一般，护理着湛

河区68个行政村的120余条通村路。

近年来，湛河区把创建“四好农村路”

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硬指标，先后投入

资金3700余万元，修建乡村道路55.6公

里，为乡村织起了四通八达的道路网。

为确保乡村路长期良好运行，该区从强

化日常维护做起，鼓励各村党员群众以

志愿者身份担任“路保姆”，配合交通部

门，积极参与农村道路的日常辅助管理，

做好路肩、路面和绿化带的定期护理，及

时监督制止损坏道路的行为，使农村道

路的管理直接延伸到了最基层。

今年以来，该区现场指导“路保姆”开

展道路养护工作1200余人次，这些“路

保姆”虽然做的只是一些辅助性工作，但

他们常年守护着自己的“责任田”，每发

现道路出现裂缝、凹坑等问题，都会在第

一时间将问题反映给道路主管部门，并

协助进行道路维修，使道路的小毛病得

到及时“诊治”。得益于这些“路保姆”的

付出，该区乡村道路使用寿命普遍延长，

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的1.5倍。

“只有人人热心公益，人人自觉护路，

道路的使用效益才会真正得到提高，农

民致富道路才会越走越宽。”湛河区农村

道路管理所副所长张超说。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宋祖
恒）“咱村四条大路已修好了，年底前还

要完成管网铺设和绿化美化，为建设美

丽乡村打下坚实基础。”近日，泰丰食用

菌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海军在武陟县西

陶镇郭庄村组织召开村“两委”干部乡

村治理现场会时说。这是该镇开展村

企党组织“手拉手”的一个对接点。

通过开展村企党组织“手拉手”，郭

庄村这个曾经有名的软弱涣散村，如今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企‘手拉手’就是

让村、企党组织成为‘一家人’，根据村情

厂情，采取组织‘定对’、自由‘结对’等方

式，推动企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西陶镇

党委书记冯会民说。

总投资1.07亿元的泰丰食用菌有

限公司是一家外资企业，去年正式投产

后，为支持周边村扶贫工作，在招工时

对周边贫困户格外照顾，王顺村贫困户

李火说：“俺年纪大了，出去不好找工作，

能让俺来公司上班，真是感激不尽！”

在南东陶村占地300亩的天惠农庄，

盛产期的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负责人杨

鑫龙说，村党支部为解决果园出货等问

题，5月份就修通了果园外的大路，并多次

召开支委扩大会，专门委派村治安队员夜

间值班巡逻，确保果园四周安全。

去年，西陶镇上缴国家税金8344万

多元，比2017年增幅20%以上，被列入

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

本报讯（记者杨青）9月3日上午，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河南省代表团成立大会在郑州大学

体育学院举行。

作为东道主，河南省代表团将参加

全部17个竞赛项目和10个表演项目共

102个小项的比赛，参赛人数达548人。

其中，有来自回族、满族、蒙古族等23个

民族的运动员435人。运动员中年龄最

大的68岁，年龄最小的仅有9岁。河南

代表团是本届民族运动会规模最大的代

表团，今年也是河南参加历届全国民族

运动会参赛项目最多的一届。

会议强调，全体运动员要团结协作，

顽强拼搏，严守纪律，尊重裁判、尊重对

手、尊重观众，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

佳绩，努力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建

设“双丰收”，向全省人民交上一份满意

的答卷。每一位运动员、教练员、工作

人员都是宣传员，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河

南形象，要高举民族团结旗帜，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讲好河南故事，传

播好河南声音，充分展示我省运动健儿

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出彩河南人形象。

会上，河南代表团还举行了授旗仪

式，省民族宗教委介绍了河南省筹备参

加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工作情况，

教练员、运动员代表作了表态发言。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通讯员王义）9

月1日是星期日，当天上午，范县濮城镇

葛楼村文化广场上热闹非凡。在葛楼村

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的组织下，来自

镇、村的文艺爱好者欢聚一堂，大家倾情

表演了戏曲、舞蹈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

目，给村民们送去了欢乐。

“有场地、有设备，还要经常有人组织

各种文化活动，让群众真正能享受丰富的

精神文化生活。”葛楼村党支部书记葛玉龙

说。如今，葛楼村的留守妇女和老人，每天

早晚、每个周末都要到广场上唱唱跳跳。

据了解，为了让基层文化广场“动起

来”，让百姓生活“乐起来”，让群众精神

“富起来”，今年以来，濮城镇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快乐星期天”主题活动，通过广场

舞表演、戏曲联唱等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的节目，增强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截至

目前，濮城镇“快乐星期天”主题活动已开

展了560余场，参与群众6000余人次。

本报讯（通讯员孙建国谷秀娥记者

黄华）8月29日，记者从西平县文明办获

悉，“中国好人”——西平县修鞋匠赵铁锤

在全省优秀志愿者评选中荣获“河南省优

秀志愿者”称号。

15年前，赵铁锤在外打工时摔断双

腿，只能靠轮椅“行走”。突如其来的灾

难，并没有让赵铁锤倒下。他自学修鞋技

术并依靠修鞋技术养活自己和八十多岁

的老母亲。

10年来，赵铁锤积极参加志愿服务

活动，自己制作了一个免费为70岁以上

老人补鞋的宣传牌放在三轮车上，义务为

70岁以上老人修鞋；多年来，他自带干

粮，跑遍全县以及周边舞阳县、舞钢市的

20多个敬老院、孤儿院，为老人和孩子们

义务修鞋。赵铁锤累计参加志愿服务时

长达1000小时以上，被西平县的志愿者

推选为西平贴心志愿服务队队长。

据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标题新闻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
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发 扬 斗 争 精 神 增 强 斗 争 本 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

武陟县西陶镇

村企党建“手拉手”乡村振兴有帮手

我省548548名名运动员
参加全国民族运动会全部项目

230230名名
平顶山市湛河区依托志愿者队伍加强农村道路日常管护

“路保姆”义务护理乡村路

范县濮城镇
快乐星期天
群众乐翻天

西平县修鞋匠赵铁锤
获誉省优秀志愿者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王松
林 柳玉兴）8月31日，南阳市卧龙区龙

王沟风景区在魏家岗村部举办2019年

脱贫攻坚帮扶干部“大比武”擂台赛，10

个村的扶贫干部队伍派出选手登台打

擂，展示了景区扶贫工作的风采。

擂台比武竞赛采取闭卷测试、现场

演讲、现场抢答、提问等形式，分四个环

节进行，即：一测、二讲、三抢、四提。一

“测”：对各村参赛选手进行脱贫攻坚业

务知识闭卷测试；二“讲”：以村为单位，

推荐1名选手就如何做一名优秀帮扶干

部进行擂台比武演讲；三“抢”：主持人提

问20道题，以村为单位现场抢答；四

“提”：村擂台与擂台之间相互提问。经

过角逐，评出集体一等奖1名，集体二等

奖2名，集体三等奖3名，集体四等奖4

名。

南阳市卧龙区

举办扶贫干部“大比武”擂台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