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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 日 星期三 己亥年八月十三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第38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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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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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渊 校对 王仰瑞

本报讯（记者田明）9月10日，记者

从团省委获悉，“河南省农村青年致富

带头人”评审会近日在郑州召开。

据了解，自今年6月份团省委等相关

部门正式启动“河南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

人”推荐评选活动以来，各地广泛宣传、积

极参与，全省共推荐候选人134人。经评

委会办公室初步遴选、资格审查后，确定

120名“河南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候选

人（其中，产业融合带头人21人、产业振兴

带头人48人、脱贫攻坚带头人51人），提

交评审委员会成员审议。评审会上，评委

对候选人名单进行了认真酝酿和充分讨

论，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了120名

“全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并在15名标

兵候选人中差额产生了10名“全省农村

青年致富带头人标兵”。

此次评选表彰活动旨在激励引导广

大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服务乡村振兴、

助力脱贫攻坚，发挥骨干引领作用。

洛阳市积极探索发展沟域经济，并把

沟域经济作为乡村振兴的起跳板，把脱贫

攻坚往实处领，把迟滞农村发展的“沟沟

坎坎”填平夯实，一变成为乡村振兴的助

跑线；把乡村振兴往高处引，把沟域内的

农业产业链提升为价值链，使农业生产与

自然环境链接出生态效应，提炼出休闲康

养宜居的效果；把农村发展往深处拓，使

产业融合、城乡融合发展焕发出勃勃生

机。洛阳的做法切合地方实际，契合经济

发展规律，合乎农民愿望，顺应了社会发

展的大趋势，是市委市政府在治理能力现

代化方面下的一着好棋，为沟域资源开发

利用积累并提供了宝贵经验。

观念不变原地转，观念一变天地

宽。沟域经济在洛阳的成功探索，为我

们揭示了一个道理：山还是那座山，弯还

是那道弯，河也还是那条河，但以发展的

眼光去审视，老山窝里就会发现金窝银

窝，野莽沟内就可能流金淌银，关键是换

一种思维去拓展，换一种干法闯与创，其

结果便迥然不同。

沟域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在于特色

品质化发展。纵观洛阳 33 个沟域经济

示范区，或突出生态优势，或力推特色产

业，或主打民俗文化，或营造休闲康养，

它们获得市场认可的奥秘，就是坚持“一

沟一策”的理念，找准了特色、放大了优

势，培育了个性化、唯一性产业，形成了

“一村一业”的格局，有看点、有热点、有

卖点、成亮点，进而打造出沟域繁荣沟外

香、“一枝红杏出墙来”的错位发展态势。

沟域经济发展的关键点，在于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良好的自然生态是沟域

经济赖以发展繁盛的基础。在沟域经济

建设发展过程中，洛阳一以贯之地践行

绿色发展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系

统治理，真正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让青山绿水的韵味儿、悠悠乡愁的情思

氤氲出浓厚的沟域风情，使荒山野沟因

涂抹上时代情趣而整体升值。这符合十

九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打造美丽乡

村的具体要求，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

生动实践，必将为洛阳市的乡村振兴和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沟域经济发展的落脚点，在于以人

为本、惠及民生、群众受益。广阔的沟域

大多处于脱贫攻坚主战场。洛阳把维护

农民群众利益、推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促进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注

重发挥农民群众在沟域经济发展中的主

体作用，调动好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让农民在深山沟有了实实在

在的创业感、获得感、幸福感。

洛阳市扎实推进沟域发展，沟域经济

的发展反过来也在改变洛阳城乡。把治

理沟域的生态效益与农民群众的眼前收

益结合起来，把乡村振兴的战略性实施与

区域内沟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推进科学

衔接，不仅使洛阳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蹄疾步稳，而且使脱贫攻坚的收尾期和

乡村振兴的起步期衔接紧密，农村的新风

貌和农民的新型化相得益彰，洛阳的融合

发展之路不仅独具特色，且会越走越宽。

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在第三

十五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庆祝2019年教

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表彰大会10日在京举行。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

表，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

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上午11时，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

堂北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

等走到代表们中间，同大家热情握手，

不时交谈，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会上表彰了 718名“全国模范教

师”、79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597个“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以及

1432名“全国优秀教师”、158名“全国

优秀教育工作者”，授予1355项“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此前，教育部等还推选

了10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近日，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

进转型升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以保障猪肉基本自给为目

标，立足当前恢复生产保供给，着眼长

远转变方式促转型，强化责任落实，加

大政策扶持，加强科技支撑，推动构建

生产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布局合

理、产销协调的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新

格局，更好满足居民猪肉消费需求，促

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意见》提出，要稳定当前生猪生产，

鼓励地方结合实际加大生猪生产扶持

力度，规范禁养区划定与管理，保障种

猪、仔猪及生猪产品有序调运，持续加

强非洲猪瘟防控，加强生猪产销监测，

完善市场调控机制。要加快构建现代

养殖体系，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

积极带动中小养猪场（户）发展，推动生

猪生产科技进步，加快养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加大对生猪主产区支持力度。

要完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提升动物疫

病防控能力，强化疫病检测和动物检

疫，加强基层动物防疫队伍建设。要健

全现代生猪流通体系，加快屠宰行业提

档升级，变革传统生猪调运方式，加强

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意见》强调，要强化政策措施保

障。一是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完善生

猪政策性保险，提高保险保额、扩大保

险规模，并与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联动，

鼓励地方继续开展并扩大生猪价格保

险试点。创新金融信贷产品，探索将土

地经营权、养殖圈舍、大型养殖机械等

纳入抵质押物范围。二是保障生猪养

殖用地。完善设施农用地政策，合理增

加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取消15亩上限，

保障废弃物处理等设施用地需要。三

是强化法治保障。加快修订动物防疫

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研究修订兽药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健全生猪产业法

律制度体系。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依法

查处生猪养殖、运输、屠宰、无害化处理

等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

《意见》要求，各省（区、市）人民政府

对本地区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

工作负总责，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

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

工，加大工作力度，抓好工作落实。各

省（区、市）要在今年年底前，将贯彻落

实情况报国务院。

填实洼地好助跑
□省委政策研究室王民选

■评论

习近平会见全国教育系统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巍巍伏牛山重峦叠嶂，沟壑纵横，是我省“三山一滩”扶贫的主战场。曾经，沟壑是豫西山区农村
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如今，沟壑却成了“聚宝盆”，因沟壑而富的愿景正在逐步实现——

的洛阳实践沟域经济沟域经济
□本报记者魏剑黄红立

国办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加大金融支持 保障养殖用地

我省120人获评
全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9月10日，是第三十五个教师节，在汝阳县实验小学举行的教师节庆祝活动中，

该校学生向老师献上鲜花，祝福老师们节日快乐。康红军摄

在第三十五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月10日，平顶山市曹镇中学2019届毕业生和

家长代表敲锣打鼓来到学校，把鲜花和锦旗送给老师。王毛生摄

豫西山区栾川县有一道普普通通的

山沟。

这里过去很穷。从山谷口至山巅南北

绵延近20公里，落差超过千米。沿沟由外

至内点缀着杨树坪、龙潭和观星3个小山

村，栾川县杨树坪村所在位置海拔1509

米，是我省海拔最高的村。长期以来，“男

孩成年招下山，姑娘长大嫁下山，老头老太

困在山”是杨树坪村的真实写照。

这里现在很富。经过山、水、林、田、

路、村和产业整体开发，这个森林覆盖率

达90%的山沟沟成了一个宜居宜游的美

丽乡村。目前，该区域有家庭宾馆60余

家，旅游综合年收入3600多万元，沟域年

总产值5000多万元。这道当地村民昔日

眼中的穷山沟，如今成了一处人人称羡的

“金银川”。

这道沟就是栾川县石庙镇七姑沟，七

姑沟能够“破茧成蝶”，源于沟域经济。

沟域经济是洛阳破解丘陵山区发展，

推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农村

深度变革的一种新模式。

“十三五”以来，洛阳市深入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聚焦聚力脱贫攻坚，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利用“五山四岭一分川”的地

形地貌，因地制宜提出了“发展山区特色

产业，建设豫西沟域经济示范区”重大专

项，聚焦豫西山区农村独特优势，依托山、

水、林、田、路、村和产业，统筹规划布局，

以“相融”理念，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农村增绿。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说：“发

展沟域经济是全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

业农村工作的一个主攻方向，是促进农业

农村深度变革、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力抓

手，更是加强生态建设、发展主导产业、增

加农民收入、实现群众脱贫致富、推动乡村

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因地制宜
新思路破解“老难题”

洛阳地处豫西，是我省扶贫开发重点

地区和革命老区全覆盖地区，有5个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个省定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669个贫困村，31.67万贫困

人口。

“十年九旱”的气候特征、“五山四岭

一分川”的地形地貌和人均耕地不足一亩

的客观条件，一直是横亘在山区农业发展

面前的障碍，这也导致农业农村工作一直

是洛阳发展的“短板”。

破解难题，创新改变，才有前途。洛阳

把目光瞄准了“沟沟坎坎”，在洛阳境内具

备开发条件或可合并开发的沟域达到435

处，沟域面积占到市域总面积的21%，居

住着贫困人口2.15万户、8.6万人。

这些“沟沟坎坎”曾经是洛阳农业发

展绕不过的陷坑，难补齐的短板，是提升

农业整体质量必须跨越的坎。如何把短

板补长？调研、论证，学习、探索、试点、示

范。“十三五”伊始，洛阳市委、市政府确定

因地制宜，打造豫西沟域经济示范区的新

思路，为农业农村特色化发展走出了符合

洛阳市情的新路子。

什么是沟域经济？就是以山区自然

沟域为单元，充分发掘沟域范围内自然

景观、历史文化、特色产业等资源，对山、

水、林、田、路、村和产业发展进行整体规

划、统一打造，力求实现富裕山区农民、

城乡统筹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统

一。

“发展沟域经济是促进农业农村深度

变革，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特色高效农业

和精准扶贫的新模式、新思路。”洛阳市委

副书记、市长刘宛康说，洛阳山川纵横，制

约在山，潜力在山，优势在山，希望也在

山，发展沟域经济是改变山区农村农业短

板的有效手段。

2016年1月4日，省政府下发《河南

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施方案》，要

求在郑州、洛阳、平顶山选择一批自然条

件适合的山地丘陵沟壑区，统一规划，开

展沟域经济示范建设。同年，洛阳市迅速

出台了《洛阳市沟域经济示范区建设重大

专项工作方案》和《洛阳市沟域经济示范

区建设考评办法》；市财政专门安排专项

资金用于支持沟域经济发展，第一批12

个沟域经济示范区快速启动。

科学定位
荒山沟打开“新天地”

认准了沟域经济是破解山区发展难

题、山区农民脱贫增收难题、山区生态建

设保护难题的有效途径，就要朝着正确的

方向干下去。

因地制宜，因沟制宜。在具体实施

中，洛阳坚持了“五个优先”“三个结合”的

策略。“五个优先”即：

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充分考虑环境

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要求，落实好“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坚持特色产业优先原则。结合自然

和人文优势，立足现实基础，着眼现代发

展，培育主导产业，构建“一沟一特”。

坚持规划先行原则。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统筹考虑生态、生产、生活功能布

局，做到产业定位科学，生产方式创新，合

理集聚投资，推进有序建设。坚持一个沟

域一个规划的基础上，按照“县级为主、市

县会商”的原则，通过会商和统筹，努力避

免沟域经济示范区建设的雷同化、低端化

和形式化。一张蓝图绘到底，确保建一

个、成一个。

坚持农民主体原则。让农民成为沟

域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盘活农村

资产，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繁

荣和农民富裕。

坚持脱贫攻坚联动原则。聚合脱贫

攻坚的资金和政策用于沟域经济发展，把

沟域经济示范区建成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示范区，脱贫攻坚的主战区，乡

村振兴的先行区。

“三个结合”，即把沟域经济示范区建

设与现代产业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相结合。

在沟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指引下，洛阳

各县（市）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伊川县探索建立沟域经济多元投融

资模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招商引进了

河南建业集团，诞生了伊川建业绿色基地

沟域经济示范区，规划沟域面积6725亩，

总投资20亿元，以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

发展为基础，着力打造豫西南现代农业科

普基地、洛阳特色农产品培育孵化基地、

中原地区田园综合体示范区。2019年计

划投资额度1.9亿元，目前已累计完成投

资1.75亿元，一个现代化的设施农业窗口

即将开放。

宜阳县七彩莲花谷沟域经济示范区

采用政府投资做引导，先搭框架，改善沟

域基础设施，增强沟域吸引力，提高社会

资本投资信心，招大商、招强商，建立了土

地流转得租金、园区服务得薪金、开店经

商得现金、集体经济得佣金的“一地生四

金”产业带贫新模式。

嵩县明白河谷沟域经济示范区将当

地农户搬迁空置的民房宅基地，归集整理

出400余处，由村委会主导成立合作社统

一对外招商，借助网络平台面向全国进行

推介，目前已有过半的空置民宅被认购，

正在有序规划建设，一个高水平的旅游民

宿区即将迎宾。

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洛阳形成了嵩

县明白河谷、栾川七姑沟、栾川伊源康养

谷、汝阳炎黄文化谷、新安县神仙湾等“沟

域+乡村旅游”经济带模式。

通过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带动，促进

三产融合，形成了孟津同盟山现代农业

示范园区、孟津凤凰山田园综合体、洛阳

樱桃谷（新安、西工）、新安舜王牡丹谷、

宜阳连昌河汉唐文化休闲农业带、伊川

江左镇青湖山西梅谷、汝阳大虎岭农业

长廊、洛宁豫西金苹果部落、嵩县（伊川）

鹤鸣皂角岭等“沟域+特色产业”经济带

模式。

依托城郊地理优势，以市民观光目的

地为目标，打造了伊滨区倒盏民俗村、洛

龙颐龙仙谷、伊滨万安山花仙谷和龙门四

季龙门等“沟域+生态观光”经济带。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目前，洛阳市规划建设的33条沟域经济

示范区，在广袤的河洛山乡，就像33条五

颜六色的彩带，以绿色为基调，一沟多景

美环境，一沟多品兴产业，一沟多业富农

民，正不断开辟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

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新境界。

示范区的星星之火，正燃成燎原之

势，在河洛大地铺展。伊川因地制宜规划

了凤凰岭、石桥沟等7个沟域经济示范区

（园）；嵩县以农业结构调整为主线规划建

设了中药材、猕猴桃、皂角树、核桃等7个

特色种植业沟域经济示范区（园）；栾川通

过乡村旅游针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建

设了高山渔村王府竹海等、赤土店牡丹花

谷、养子沟等6条沟域经济示范区；宜阳

县建设了桃源小镇、体育小镇、诗歌小镇、

烟叶小镇等为主题的沟域经济示范区；孟

津县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现代农

业产业资源优势，农旅融合，以沟域经济

推动乡村振兴示范………数字为证，仅仅

9个县（市）就规划建设了40条县级沟域

经济示范区（园）。

生态富民
农业高质量蹚出“新路子”

“沟域经济要坚持因地制宜，规划先

行，一沟一策，一沟一色，一沟一韵，选准产

业定位，明确发展特色，明确发展主题。”洛

阳市副市长王军说，沟域经济必须以生态

优先为底线，追求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共

赢，必须让百姓从绿水青山中受益。

在新安县石井镇东南部，小浪底水库

建设移民搬迁之后，这片土地便成了荒山

土坡，岭树擦人脸，沙尘笼废墙，鲜有人

至。但沟域经济吸引了在外创业的成功

人士孙江子，他利用自己公司的工程机

械，让4个山头4000亩荒山变成了壮观

的梯田，种上了桃树、梨树、葡萄树等，使

这里变成了4A级的黄河神仙湾休闲农

业旅游度假区，园区规划总面积4000余

亩，计划投资5.8亿元，园区总体规划包括

大河风云项目园区、休闲农业园区、综合

度假区。目前大河风云项目园区已经开

园迎宾。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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