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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召 易地搬迁 致富路宽

粮食产业经济的“永城实践”
□本报记者李晓辉李燕

通讯员袁国豪聂政

怀菊飘香

我省将建100个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搬出大山，天地变宽，吃喝不愁，遍

地是楼；搬离穷窝，幸福安乐。”2016年至

2018年，南召县小店乡建成皇城村、马庄

村和兴苑社区3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

置点，149户552名贫困群众喜迁新居，这

是群众搬迁后自编的顺口溜，满满的幸福

感。

为解决贫困群众搬迁后致富增收问

题，小店乡在集中安置点投资100万元建

成精准扶贫就业车间2个，引进足球加工

企业和蜂蜜加工企业，吸纳安置点群众和

附近村贫困群众务工就业，在家门口为贫

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距离小店乡政府

20公里的马庄村，2016年启动易地搬迁

建设项目二期，马庄集中安置点搬迁群众

62户、232人。

小店乡马庄村贫困户朱春香从深山

里搬迁到村里集中安置点，在临近的建坪

村中药材加工扶贫就业车间务工。“原来

的小山村交通不便，农资进不了山，山货

卖不出去，待在深山自己人生没有出路，

孩子未来没有希望。从深山区搬到安置

区，从土坯房搬进新楼房，没想到俺也成

为朝八晚五的‘上班族’，没想到俺的人生

有了新活法。”朱春香高兴地说。

从南召县城东行7公里，坐落于城郊

乡东庄村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几排黄墙

红瓦的新居格外醒目。东庄村属于地质

灾害区，村前临近S331省道，村后一座大

山横亘中间，不仅挡着群众出路，而且山

体极易滑坡，群众深居山内，鲜有人至。

王天常家的三间土瓦房，在村子最后

面的山坡上，由于先天残疾，他丧失了部

分劳动能力，儿子几年前遭遇意外，家里

欠了不少债。

易地搬迁政策一落地，包括王天常在

内的13户群众第一批搬迁入住东庄村易

地集中安置点。东庄村易地搬迁安置点

共投入资金420万元，完成了集中安置点

项目25套2650平方米住房建设，安置贫

困户25户 106人。同步配套文化广场

800余平方米和健身器材、戏台等设施，极

大地提升了群众安全感、幸福感。

52岁的王天常一家3口人在2017年

春节前住进75平方米的新房后，加入了

村里的裕达蚕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生活发

生明显变化。“我家没花一分钱，第一批搬

进新社区，生活完全变了样，有了新房子，

只要踏实肯干，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十三五”期间，南召县把实施易地搬

迁工程作为科学治贫、精准扶贫、有效脱

贫的有力举措，对散居、独居在海拔高的

深山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及鸭河口水库淹

没区的贫困人口，实施“出山离库”，让群

众彻底搬出“穷窝”。经过精准识别，最终

确定建档立卡易地扶贫搬迁群众为2872

户9739人。其中：2016年完成搬迁741

户3030人，2017年完成搬迁524户2041

人，2018年完成搬迁 1607户 4668人。

通过3年努力，全县所有搬迁群众的建

房、分房入住、旧房拆除和复垦复绿任务

全部完成，入住率和拆旧复垦率均为

100%。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标。南召县坚

持“挪穷窝”与“换穷业”并举，实现安居

乐业。规划建设的35个易地搬迁集中

安置点，注重易地搬迁与发展产业、就业

创业相结合，围绕石材加工园区、玉兰苗

木花卉种植基地、香菇种植园区、国家储

备林园区和中药材种植基地等扶贫产业

布局，鼓励引导有一技之长且有劳动能

力的搬迁群众进入产业基地、就业车间务

工，实现了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

致富”。

南召县委书记刘永国说：“我们聚焦

‘搬得出’，把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选在城

镇、景区附近，交通便利，环境舒适，让百

姓乐意搬迁；聚焦‘稳得住’，配套设施完

善，公共服务齐全，让百姓乐享安居；聚焦

‘能致富’，提供就业帮扶，建立扶贫车间，

让百姓增收有保障，从而实现安居与乐业

并重、搬迁与脱贫同步。”

11月9日，温县

祥云镇大尚村农民在

采摘怀菊花。眼下，

著名“怀药”产地温县

种植的怀菊花竞相绽

放，村民们忙着采摘、

晾晒。徐宏星摄

11月9日，永城麦客多食品有限公司

的生产车间内飘散着蛋糕的奶香，工人们

正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永城麦客多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面包和蛋糕两大类产品，该公

司利用自产的专用粉和营养粉加工生产食

品，成本低，利润率高，订单量更是喜人。

今年以来，全国唯一的“中国面粉城”

永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要扛稳粮食安

全这个重任，发挥好粮食生产这个优势”

的殷殷嘱托，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为动力，以国务院促进面粉食品产

业健康发展试点为契机，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加快小麦粉品牌建设，推动

面粉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延伸产业链、提

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探索总结出粮食

产业循环发展的永城实践。

良种良法保丰收

“我今年种的4000亩优质小麦‘新麦

26’，平均亩产1200斤，大丰收！”初冬时

节，忆起今年麦收，永城市新桥镇春光家

庭农场负责人刘新全难掩兴奋。

无独有偶，该市侯岭乡绿佳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丰德存麦5号”小麦，平均亩产

1557.8斤，创下了黄淮麦区强筋优质小麦

单产最高纪录，不仅登上了《河南日报》，

还在中央电视台露脸。

不只“新麦26”“丰德存麦5号”，“百

农207”“周麦27”“郑麦7698”等其他优

质小麦品种同样表现不俗，捷报频传。

经过多年的努力推广，今年永城小麦

良种覆盖率达100％，小麦播种面积180

万亩，平均亩产1070斤，全市夏粮总产达

19.25亿斤。其中，优质小麦“3030”工程

平均亩产1260斤。

近年来，永城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

大力推进的“四优四化”和优质小麦“四

专”工作，不断调整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奋

力实施优质小麦“3030”工程，即规模化

区域化种植30万亩强筋小麦、30万亩富

硒小麦。做到统一规划布局、统一供应良

种、统一测土施肥、统一病虫防治、统一机

械播种、统一技术指导、统一产销订单、统

一优质优价的“八统一”。同时建立专收

专储机制，解决“收”和“储”的问题，保证

优质小麦的及时收购和销售。

这一举措破解了永城长期以来“麦强面

弱”、增产不增收、优质不优价的困境，基本实

现了高产与优质双赢、丰产和丰收两全。

“吃干榨净”每一粒小麦

提8%的速冻饺子粉；提51%的手撕

面包专用粉；提1%的麦胚用于生产蛋糕

干；提4%的细麸片炒熟生产纤麸杂粮饼

干……永城麦客多食品有限公司副总袁

威自豪地告诉记者：“前几年，公司进口优

质小麦，现在，我们只用永城的专用粉！”

河南汇丰集团从最初的面粉生产起

步，通过筹建麦客多食品有限公司，向精

深加工领域迈进，从专一加工小麦粉到生

产手撕面包、海绵蛋糕等多种产品，让永

城优质面粉食品的浓郁麦香飘向丹尼斯、

华联等国内大中型超市、商场。

麦客多食品只是该市延伸产业链、提

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抓一产源头、促二

产升级、优三产服务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永城聚焦产业规模化、集约

化、品牌化，把全市100多家面粉企业整

合为“五大面粉集团”，同时围绕“粮头食

尾、农头工尾”精准发力，依托资源优势，

拉长种植—面粉—面制品—休闲食品产

业链，粮食—酒制品精深加工产业链，全

面向主食加工、方便食品、休闲食品、速冻

食品等产业延伸，不断提高精深加工的档

次、水平。

面粉食品产业发展硕果盈枝。永城

坚持三链同构，三产融合，把每一粒优质

小麦从里到皮“吃干榨净”，加工而成的数

百种永城优质面粉食品端上了国人餐桌。

向科技要效益

“没有一流科技，就没有一流产

业。”永城市委书记李中华说，该市专门

设立了科技研发成果奖励基金，全市食

品工业企业获得国家著名商标奖励50

万元，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奖励 1000

万元，省好粮油放心粮油主食产品奖励

15万元。

为加快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永城

积极推进食品工业企业与多家科研院所

合作，在科技创新、人才培育、科研攻关、

激励措施、购置设备等方面持续发力，努

力实现高科技、高尖端、高效能的生产能

力。

与此同时，永城坚持走“绿色循环”之

路。全市各类粮食企业注重科技创新，提

高原料综合利用，初步形成了粮食产业的

大循环、全利用、可持续发展。如今，全市

小麦除农民自留外，加工转化率为100%，

玉米、大豆原料综合利用率均达98%以

上。

目前，该市已有50多家面粉食品企

业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3家

企业获得“中国驰名商标”，30多家企业

分别获得“中国知名品牌”“中国面粉行业

最具发展潜力企业”“国家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河南省著名商标”“河南省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等称号。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11月6日，大

别山革命老区引淮供水灌溉工程开工

建设动员会在息县召开，副省长武国定

出席会议并讲话。

武国定实地察看了工程开工建设

进展情况，详细询问了大坝截流日期、

主体完成进度计划，强调要认真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科学合理

安排好工程工期，争取早日蓄水，早日

造福两岸人民。

在随后召开的动员会上，武国定指

出，该工程开工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的具体行动，是淮河流

域实施“四水同治”的重点工程，是老区

人民期盼已久的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

生态工程。要科学合理组织施工，加快

工程进度，严格质量管理，筑牢安全防

线，落实环保要求，确保工程有序推进；

信阳市政府要落实好主体责任，省直有

关部门要搞好配合服务，参建企业建设

要加强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确保把工

程建成优质工程、精品工程。

据悉，大别山革命老区引淮供水灌

溉工程，是我省“四水同治”首批推进的

十大水利工程开工的第六个项目，是国

家、省“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是今年

全国重点推进的12个水利项目之一，建

设和验收标准参照国家172项重大水利

工程执行。项目总投资50.26亿元，蓄

水库容 1.2 亿立方米，可年引淮河水

1.65亿立方米，解决103万人的吃水问

题，发展灌溉面积35.7万亩。该工程批

复建设工期48个月，于2022年汛期前

下闸蓄水，2023年完成全部配套工程建

设。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李政）11月8

日，由省委宣传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共

同主办的2019“走进黄河”集中采访活

动在郑州启动。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经过亘

古不息的流淌，孕育出世界最古老、最

灿烂的文明。在第二十个记者节到来

之际，我省新闻战线的同行们用这种独

特的方式庆祝自己的节日。

启动仪式当天，中央及省内数十家

媒体记者组成的采访团先后来到黄河

花园口事件记事广场、黄河博物馆、黄

河国家地质公园等处进行实地参观，了

解了黄河保护治理、黄河水资源综合利

用、黄河郑州段生态保护治理、引黄供

水等方面的情况。

11月8日到12日期间，记者团将

分赴郑州、开封、洛阳、新乡、焦作、濮

阳、三门峡等地采访。这五天内，记者

将一路走一路看,记录壮美的黄河。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11月8日至9

日，全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推进会在

泌阳县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现代农业产

业园建设的决策部署，总结交流各地产

业园建设的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今后一

个时期产业园建设工作，进一步凝聚共

识、理清思路、明确方法，大力推进乡村

振兴。

一头夏南牛，一条产业链，一个产业

园，给泌阳县乡村振兴带来新动能。从

养殖、精深加工到销售、品牌打造，泌阳

县现代农业产业园，既有分布相对集中

的夏南牛养殖基地，又有龙头企业集聚

的牛肉深加工业，还有覆盖全国的市场

营销网络，全面展现了完整产业链的格

局，2018年产业园产值185亿元，辐射

带动3.7万人从事夏南牛产业生产，园内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全县38%。

据了解，今年我省30个省级产业园

已于8月份批复，正有序推进，2020年

30个即将启动申报。到2022年，我省

将建设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00个，带

动建设一批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到

2025年将建成以国家级为龙头、以省级

为骨干、以市级为基础的现代农业产业

园体系。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申延平指出，产业园是农业生产力新的

组织方式，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

能，要充分发挥其对现代农业发展的载

体支撑作用。要科学规划布局产业园，

摸清底子、聚焦主导产业，在特色上做文

章；全力推进产业园三产融合，形成规模

效应、拓展农业功能；突出质量兴农导

向，大力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品牌

化；着力破解产业园集聚发展的技术瓶

颈制约，强化产业园科技支撑；创新完善

产业园利益联结机制，联农带农，要培育

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共享产业园利益链，

让农民更多分享价值链增值收益。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廖涛高方

大别山革命老区引淮供水
灌溉工程建设动员会举行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并讲话

2019“走进黄河”
集中采访活动启动

牢记嘱托牢记嘱托 奋勇争先奋勇争先
走在农业强省大路上走在农业强省大路上

习近平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强调

标题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发扬优良传统 强化改革创新
推动我军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习 近 平 离 京 对 希 腊 进 行 国 事 访 问
并赴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

河南省互联网大会本周三开幕

本报讯（记者田明）11月8日，记者

从省通信管理局了解到，2019（第六届）

河南省互联网大会将于11月13日在郑

州开幕。

据悉，本届互联网大会以“数字经

济脉动中原，5G赋能智领未来”为主题，

大会为期两天，由开幕式和11个分会组

成。将围绕数字经济、网络空间安全、

物联网科技产业发展、工业互联网发展

等主题，深层次解析5G、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从新时代背景

下的智慧城市、5G改变社会、万物“智”

联等方面交流新经验，为河南经济高质

量发展积聚新动能、开辟新道路、拓展

新空间。5G、IPV6技术应用及行业发

展分会、数字乡村建设分会、工业互联

网分会等11个分会的各领域顶尖专家

将莅临大会并作精彩演讲，论道技术与

产业的前沿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