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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在田间地头

孟津县会盟镇万亩水稻丰收了孟津县会盟镇万亩水稻丰收了

“0.026？是0.026吗？”“没错，达标啦！”

日前，新安县五头镇爵士樱桃园总经理黄永

爵接到了洛阳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打来的

电话，难掩喜悦之情。老黄送检的大樱桃硒

含量检测报告出来了，结果为0.026mg/kg，

达到了富硒标准。

富硒，有什么好处？对人体来说，这是必

需的微量元素，能有效提升免疫力；对于老黄

来说，最直接的就是每斤樱桃的价格从过去

的二三十元涨到了五六十元，而且供不应求。

如今，吃得安全、优质、营养、健康，已成

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2017年，省地

矿部门开展的河南省黄淮平原经济区农业地

质调查结果显示，洛阳是全省少有的富硒地

区，而且富硒土地资源分布广泛。

富硒地如何变成“聚宝盆”？洛阳市农业

农村局负责人表示，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

导、社会推动的“种养加”“产供销”一体化富

硒产业体系，打造洛阳富硒统一品牌“洛食

惠”，全市富硒农业面积达到两万亩，示范带

动富硒产业20万亩，正在筹建富硒食品科技

产业园，到2020年建成25万亩30个富硒种

植基地，叫响洛阳富硒产品品牌。

因地制宜打造富硒农产品品牌是洛阳市

推进产业兴旺的一个重大专项。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洛阳

紧紧把握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与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扭住产业兴旺这个“牛

鼻子”，在高效和特色上做文章，加快构建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凝聚

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在特色种植业发展上，特殊的地理、气

候，决定了在发展特色高效农业上更有优势、

前景广阔，洛阳市实施优质杂粮、绿色蔬菜、

优质水果、中药材、核桃“五个百万亩”计划，

要求各地因地制宜搞好对接、主动融入、干出

成效。今年，完成蔬菜播种85.6万亩、优质杂

粮114.6万亩，水果种植面积达到96.9万亩、

中药材达到86.3万亩、核桃达到79万亩。扩

大油用牡丹和药用牡丹种植面积，建设牡丹

种苗和牡丹（芍药）鲜切花种植基地，增加亩

均收益。

在新业态培育上，洛阳准确把握山区农

业农村发展规律，立足资源禀赋，创造性地提

出了“沟域经济”的新思路，围绕“一沟一特

色、一沟一亮点”，打造“沟谷文旅业、半坡林

果业、山顶生态林”的全景式示范区。目前，

全市已培育了33个沟域经济示范区，完成投

资60多亿元，近4万群众从中受益。以嵩县

明白河谷、栾川伊源康养谷、新安县神仙湾、

孟津同盟山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洛阳樱桃谷、

新安舜王牡丹谷、宜阳连昌河汉唐文化休闲

农业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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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滨区倒盏

民俗村等为代表的沟域经济示范带蓬勃涌

现，实现了传统农业与二产、三产深度融合，

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农民鼓了腰包，农

村换了新颜。

乡村振兴规划将实施现代农业园区、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乡村旅游提质等十大

产业振兴重大专项129个项目。如今，洛阳

市有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集群23家，农业企

业628家；截至2018年底，全市以农业生产

经营或服务为主的农民合作社达到8419家，

家庭农场达902家；洛阳市有效期内的“三品

一标”农产品总数达到384个，“三品一标”总

数在全省排名第二位，农产品地理标志居全

省首位、占全省的25%。洛阳是全国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市，栾川、嵩县、孟津是全

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市休闲农

业项目总数达到3618个，国家A级乡村旅游

景区达到22家，从事旅游接待的乡镇达到

103个、乡村达到382个，全市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接待游客2100余万人次，营业收入41

亿元。

每日清晨，伊滨经开区寇店镇舜帝庙村3

辆蓝白相间的垃圾收集车准时“唱歌”，驶向

村民居住区。

一听到歌声，村民纷纷走出家门，拿着村

里专配的垃圾箱，将自家生活垃圾分类投入

垃圾收集车。垃圾收集车分为两个部分，车

辆左侧写着“会烂垃圾”，右侧写着“不会烂垃

圾”。

挨家挨户收集完后，垃圾收集车回到该

村垃圾分类中心，中心管理员会再次进行分

类，将“会烂垃圾”放入化粪池，将“不会烂垃

圾”按照玻璃、金属、塑料、纸品、编制、泡沫等

类别进行归类。

数据显示，该村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以来，已实现末端垃圾减量80%，大大降低了

外运和处理费用，推动了垃圾的资源化利

用。如今的舜帝庙村，街道干净、环境优美、

乡风文明……

舜帝庙村是洛阳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

乡村成为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打好乡村振

兴首场硬仗的缩影。

为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主动仗，洛阳

市学习借鉴浙江“千万工程”成功经验，实施

“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将示范村、风景

名胜区、产业示范区等连点成线、沿线打造，

统筹推进村庄及周边净化、硬化、绿化、亮化、

美化，形成了“一乡比着一乡做，一村看着一

村干”的良好氛围。

清理陈年积存垃圾。洛阳按照“三无一

规范一眼净”要求，重点对积存垃圾、黑臭水

体、占道经营、违章建筑、残垣断壁、村内外杂

物乱堆乱放等进行集中整治，取缔非正规垃

圾堆放点，实现了村容村貌整体卫生、干净、

整洁、有序的整治目标。

实施分类源头减量。制定了《洛阳市农

村垃圾分类处理实施方案》，探索实行农村垃

圾“二次四分法”模式，即农户将产生的垃圾

初分为“可腐烂”和“不可腐烂”分类投放，村

保洁员将不可腐烂垃圾细分为“可回收”和

“不可回收”分类处理，实施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处理，推进垃圾源头减量。

建立长效保洁机制。洛阳18个县（市、

区）中17个推行了村庄日常保洁市场化，引

入专业保洁公司18家，128个乡镇建有垃圾

中转站，按照不低于2‰的标准配套保洁员

17533人，基本建立了“户集、村收、镇运、县

处理”的垃圾治理运行体系，村庄日常保洁实

现专业化长效化运行。

“垃圾不落地，夜间无积存。”在宜阳

县，因地制宜先试先行按照“三无一规范一

眼净”的村容村貌整治标准和“四有四净”

的户容户貌整治标准，由脱贫攻坚的帮扶

队伍帮助分包村、分包户开展清洁家园环

境整治行动。推行垃圾清运市场化运行全

覆盖，实现了60%以上的乡镇、所有行政村

垃圾分类处理。在推进过程中，同步推进

污水管网覆盖，全县16个乡镇污水得到有

效控制。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厕所革命

是一场持久战，质量过硬才能不留“后遗

症”。在推进中，洛阳主动担当，采取统一监

管、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施工、统一验收

的“五统一”模式，高质量推进改厕，着力实现

“费事一回，一步到位”。

“旱厕改水冲，方便又干净。”前不久，孟

津县送庄镇十里村的李建良家在政策的支

持下，完成了旱厕改建，结束了全家“一个

坑、两块砖”的如厕历史。“轻轻一按，哗啦一

声，尽数冲走，跟城里没啥两样！”李建良喜

上眉梢。

孟津县地处丘陵，地形地势复杂多样。

该县“因地制宜、因村制宜”，确定以“污水管

网+水冲式厕所”为主，以三格化粪为辅的改

厕治污模式，分类推进实施；栾川县结合山区

特点，采取多种无害化改厕模式，提倡自建砖

混三格化粪池，容积增加一倍，质量还有保

证；偃师对现有沼气池、化粪池提升改造，探

索卫生厕所+大三格+湿地、将现有化粪池改

造扩建为三格式等创新做法，受到省农业农

村厅的肯定并推广……

截至今年9月底，洛阳市在完成2018年

12万户改厕任务基础上，2019年计划改厕

22.5万户，目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94%。

“改善农村环境既是一场歼灭战，也是持

久战；既要全力而为，更要因地制宜。”洛阳市

农业农村局局长裴万赢表示，洛阳将大力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三年整治行动，集中开

展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

提升，以“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为抓手，

让农村换新貌、展新颜。

2019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主会场在洛阳市孟津县卫坡举办 曾宪平摄

振兴产业 打造农业发展新引擎

因地制宜 让乡村更美更宜居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洛阳：乡村振兴绘出锦绣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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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对此，洛阳大力实

施文化振兴行动，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农村干部群众，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进一步完

善农村基础文化设施，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广泛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指导开展“三农”题材文艺作品创作，传承发展河洛优秀

传统文化，持续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加强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农民精神风貌，提高农村社会文明程度。

截至目前，洛阳市级以上文明村镇达到642个，“一约四会”、

孝善理事会行政村分别达到2200个、1485个。

乡村振兴规划：到2020年，洛阳县级以上文明乡镇占比要达

70%以上，县级以上文明村占比在50%以上；每个乡（镇、街道）至

少建设一个家风家训馆；持续推进移风易俗，行政村建立“一约四

会”群众组织占比达到85%，县级以上文明村实现全覆盖。

治理能力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实现组织振兴，关键是让

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心骨”。洛阳构建“党建引领、三

治并进、服务进村”的基层组织体系、治理体系和服务体系。坚持

党建引领，全面叫响“河洛党建计划”基层党建品牌，全面提升乡

村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夯实乡村治理，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到2020年，全市2/3的村党组织完成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其

中‘五星支部’占比不低于20%。服务供给水平持续提升，广大群众

办事更便捷、更高效、更舒心！”洛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伟说。

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洛阳大力探索以农村要素产

权制度、城乡土地制度、投融资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路径，促进

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向农业农村集聚，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

“活水”。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基本完成，全市565万亩承包

地流转244万亩，流转率达43%。

“过去户户包田，以后人人分红，咱农民也成股东啦！”伊川县

平等乡张奇庄村党支部书记田圣卫说，张奇庄村是洛阳市首个

“三变改革”的试点村。张奇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

社、劳务股份合作社、置业股份合作社、旅游股份合作社等五大股

份合作社全部挂牌运营。

据了解，洛阳2961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村级集体经济组

织，建立集体经济合作联社151个，95.4%的行政村有集体经济

收入，其中71.4%的行政村达5万元以上。

“乡村振兴，承载着广大农民群众的美好梦想。洛阳将因地

制宜厚植发展优势，让产业特色旺起来，让村居环境美起来、乡风

文明和谐起来、村居治理完善起来，给村民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洛阳市副市长王军说。洛阳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是：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稳定在每年46亿斤，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

增长4.0%左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当年地区生

产总值增速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农业丰产、农民增收、农村和谐。一座座村庄的美丽蝶变，诠

释了乡村振兴在洛阳的落地生根；一个个沟域经济带的“成长”，见

证了乡村振兴中的洛阳力量；一个个特色产业和农产品品牌，唱响

了洛阳乡村振兴的主旋律。如今，洛阳人民正以百倍豪气、百倍信

心、百倍干劲，在河洛大地上描绘乡村振兴的锦绣画卷……

在孟津县送庄镇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十里香草莓基地”格外

醒目。几年前，该基地负责人吕妙霞从北京回到老家孟津创业，

通过县市农民培训学校的培训，带领乡亲们种植草莓，并带头成

立了孟津县京孟种植专业合作社。

从选品种、找技术、跑市场，到如今带农户、搞培训、促融

合……吕妙霞靠小小的草莓帮助乡亲们走上了致富路，她也

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田间培训学校的校长，带动周边

群众发展草莓种植近3万亩。

人才聚，乡村兴。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这把“金钥匙”。对

此，洛阳以“返、育、派”为重点，着力打造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

良、富有活力的“三农”工作队伍。

鼓励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开展“五个一”专项服务活动，建

立返乡创业微信工作群，向农民工发放《致返乡人员的一封信》，

吸引农民工回乡兴业。全市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达到

96398人，带动就业达44.3万人。

实施各类人才派驻帮扶重大专项。建立城市教师、医生、科

技文化人员等定期服务乡村机制，以人才下乡带动技术、信息、理

念、管理等要素集成下乡，为乡村振兴注入新鲜血液。

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洛阳建立了“1+N+X”的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体系，即一个市县两级农广校为专门机构发挥统筹协

调，“N”个农技推广机构、农业职业学校、农机畜牧等培育机构作

为功能和优势互补，“X”个建在农业园区、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的农民田间学校作为现场教学实训基地。目前，

共建设了106个农民田间学校，覆盖各县农业主导产业，农民可

就近就地到田间学校学习和实训，极大地方便了农民接受面对

面、手把手的培训。

精准发力，搭建平台，强化保障，让人才回归农村。2013年

至今，洛阳共培育各类高素质农民84056人，其中生产经营型

13140人，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70916人，登记高素质农民

1930人，探索建立了教育培训、登记管理、政策扶持、跟踪服务

“四位一体”的培育体系，培养了像省职业农民创业创新大赛一等

奖获得者赵海，全国百名杰出新型职业农民郭彦玲，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吕妙霞等一大批爱农业、懂技术、会经

营、善管理的高素质农民，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强有

力的人才支撑。

洛阳乡村振兴行动方案明确，到2020年，该市将扶持农民工

返乡创业带头人2000名，吸引6万人返乡创业，带动就业60万

人；到2022年，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8万名，带动就业80万人。

金秋时节，行走在洛阳,河洛大地一派
丰收景象。在栾川县庙子镇庄子村，红叶
满沟，游人如织；在洛宁县“上戈苹果小
镇”，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在嵩县田湖
镇万亩中药材基地，贫困户正在丹参园区
收割丹参；在宜阳县莲庄镇，村民门前一堆
堆、一串串金黄色的玉米煞是好看；在伊川
县吕店镇，上万亩的“富硒小米”喜获丰收；
在汝阳县蔡店乡，围绕酒厂酿酒原料种植
的红高粱喜获丰收；在新安县石井镇，大棚
里的香菇长势喜人；在孟津县会盟镇，万亩
水稻已经成熟，收割机正在稻田作业，空气
中弥漫着清新的稻香；硕果累累的田园，绿
树成荫的乡村通道，平整宽阔的文化广场，
干净卫生的农村公厕……到处是一派生机
勃勃、欣欣向荣的美丽农村新气象。

洛阳气候“十年九旱”，地貌“五山四岭
一分川”，是全省扶贫开发重点地区和革命
老区全覆盖地区，洛阳把脱贫攻坚作为当
前的最大政治任务，作为破解城乡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之举，一盘棋、一
条心、一股劲，集中力量办大事，用实际行
动向人民群众兑现“在全省率先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承诺。截至2018年年底，4
个贫困县顺利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下降
到1.58%，今年将实现全市脱贫摘帽，为乡
村振兴打牢基础，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的有效衔接。

“农者，天下之本也。迈好乡村振兴第
一步，关键要牢牢把握‘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
求。”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说，“要
树牢绿色发展理念，积极补短板拉短腿，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产业,做好典型引路，点线面联动，打造
乡村发展升级版，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最
终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而在现代
化进程中，要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
民的工作更体面。”

人才振兴 培育乡村振兴新动能

多管齐下 打好乡村振兴的“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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