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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沈丘“小字号”蝶变“三农”大产业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通讯员杜福建）

“游客们在山上赏完红叶后，来我这里吃

饭，我家饭店经常爆满，我和妻子都有点

忙不过来。”近日，张荣国乐呵呵地对记者

说。张荣国曾是桐柏县黄岗镇核桃树村

贫困户。近年来，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

他利用邻近桐柏红叶景区的区位优势，办

起了“张三农家乐”，红叶观赏时节，每天

纯利润在1000元以上。脱贫后的张荣

国，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建档立卡信息系统2019年11月15

日数据显示，该县87个贫困村已退出64

个，今年拟退出的23个贫困村均已达到

退出标准，正在履行退出程序，将顺利实

现全县脱贫摘帽。

高位谋划，构建体系，众志成城战贫

困。桐柏县一方面对87个贫困村派驻工

作队，实现帮扶全覆盖；组建“一办八组”，

统筹协调推进。另一方面，持续落实“五

大战区”机制，以“大走访、大排查、大整

改、大提升”“春季双基攻坚”“脱贫退出百

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构建起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体系，形成了分区战斗、协同出

击、重点突破的攻坚局面。

干部下村，精准帮扶民心暖。桐柏县

建起了帮贫扶困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

村支书、责任组、帮扶人“五支队伍”，干群

心连心，携手促脱贫。一是驻村第一书记

全覆盖。二是选派驻村工作队员262名，

实现建档立卡贫困村、深度贫困村和软弱

涣散村派驻工作队全覆盖。三是全县共明

确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帮扶责任人

5090名，人均联系贫困户2至5户，实现帮

扶工作全覆盖。四是制定《第一书记、驻村

工作队、村支书、责任组、帮扶人“五支队

伍”管理办法》，实行工作实绩月上报制度，

每月进行排队评比。2016年以来，该县共

提拔重用一线扶贫干部287人次，占全县

干部调整总人数的36.8%，极大激发了广

大干部参与脱贫攻坚的热情。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郑法魁）

12月9日，鄢陵花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

大棚里，花工张海霞在为花儿修剪枝叶。

张海霞今年43岁，因体弱多病常年在家

休养，孩子要上学，赚钱养家的重任落在

了同样身体不好的丈夫一人身上，家庭陷

入贫困。两年前，她经乡亲介绍来花艺公

司做了花工，每个月能赚2000元。

在鄢陵，像花艺公司这样的花木扶贫

基地有25家，像张海霞一样靠着花木产

业增收的贫困户有126户442人。

近年来，鄢陵县始终把花木产业作为

强县富民的主导产业来培育，全县花木面

积已发展到近70万亩，花木企业1147

家，花木从业人员21万人。根据花木生

产种植周期长、用工多、用地量大等特点，

鄢陵县把70万亩花木产业作为产业扶贫

车间进行培育和打造，积极引导贫困家庭

人员务工或以土地参股等形式参与，助推

贫困户稳定增收。

全县将贫困户纳入花木种植、养护、盆

景制作、绿化工程等产业链条中，探索出了

“花木+”模式，全面解决了贫困户产业发展

过程中存在的缺信心、缺技术、缺资金、缺带

动的问题，带动了1500余户贫困户增收，走

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准扶贫之路。

依托1147家花木企业，鄢陵县采取订

单农业、土地流转、土地托管等形式，把农户

聚起来，把土地连成片，把产品销出去，实现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

目前，全县参与带贫企业已有148

家，流转贫困户土地1.1万亩，入股企业分

红362户，吸纳贫困户转移就业1349人。

“下一步，鄢陵县将继续坚持有产业、

有就业、有税收、可持续‘三有一持续’思

路，制订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确保产业扶贫

项目建得好、运营好、发展好；抓住被纳入

省市乡村振兴试点机遇，聚焦产业兴旺，率

先建成一批产业扶贫示范村、样板村，推动

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

展；加大花木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

力争明年把全县花木面积扩大到75万亩，

打造花木产业转型升级3.0，激发产业扶贫

新动能。”鄢陵县委书记尹二军说。

沈丘县为传统农业生产大县。近年

来，该县紧紧抓住国家支持“三农”的有关

惠农政策，着力拉长农业生产链条，使得

诸多“小字号”农业农产项目嬗变为打开

农民增收致富大门的“金钥匙”。

小山药长成“金条条”

长1.2米，直径11厘米，重8.7公斤！

近日，在沈丘县腾营村李海泉槐山药种植

基地，若不是村民们拿着尺子、提着杆秤当

场验证，谁敢相信这是李海泉亲手培育的

山药。

李海泉所在的腾营村有 2300 人，

1000亩耕地，人均土地不到半亩。但这

里土地平坦、肥沃，属沙质土壤，很适合山

药种植。

2000年 5月，李海泉试种2亩槐山

药，竟获得了1.4万元的好收成。这极大

地调动了乡亲们的“胃口”。到2003年，

本村及邻村种植槐山药的农户已发展到

400多户，种植面积1800余亩，大部分种

植农户实现了脱贫致富，少数人买了小

车、盖了新房。

为提高槐山药产量，李海泉在县农

业专家的指导下，经过三四年摸索，新的

沈丘槐山药良种——“槐三宝”孕育而生。

随后，李海泉申请到“沈丘槐山药

——槐三宝”商标，创办了槐山药种植专

业合作社。对入社农户实行“统一供种、

统一物资供应、统一技术管理、统一产品

销售”四统一服务，想方设法提高农户收

入。目前，种植规模已发展到藤营、苏楼、

王寨等10多个村，种植面积达7000多

亩。辐射豫皖两地农民种植近2万亩，年

产值2亿多元，已带动贫困户760户2300

多人摘掉了穷帽子。

近日，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

中心评审确认，沈丘县“沈丘槐山药”获得

2019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小粉皮“旋”出致富路

“小粉皮圆又圆，娶媳妇盖楼不作

难。挣钱不出家门口，日子过得比蜜甜!”

这是沈丘县付井镇杨庄村村民杨井业的

顺口溜。

今年70岁的杨井业原来家境贫寒，

这几年靠加工粉皮，不但娶了儿媳妇，还

盖起了两层小洋楼。提起小粉皮给他家

带来的幸福生活，他和老伴睡着了也能笑

出声来。

记者走进杨庄村，一张张透亮的粉

皮挂在高粱秆穿成的帘子上，房前屋后，

大街小巷，车间边，满眼皆是，有些加工

户正在查看粉皮的干湿度或忙着将晾好

的粉皮一沓沓码放整齐，临时打捆收拢

起来。

杨庄村做粉皮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以“晶莹透亮、口感细腻”而著称。如今，

村里成立了以粉皮加工为主的集体合作

社，合作社建有加工扶贫车间，吸纳10多

户贫困户家门口就业。其产品远销安徽、

湖北、江苏等地。如今在沈丘县，像杨庄

村这样的粉皮加工村有22个，加工农户

1200多户。

小丝瓜搭上“一带一路”快车

“这批用丝瓜络制成的鞋子、鞋垫、帽

子等产品,是用我们当地种植的丝瓜加工

而成的。将搭乘‘一带一路’发往日本、迪

拜……”近日，在沈丘县电商产业园特色

农产品和丝瓜络手工制品展位上，展区负

责人蒋华杰告诉记者。

今年38岁的蒋华杰是沈丘县范营乡

人，2014年开始种植丝瓜，并购买了配套

加工设备。在生产丝瓜鞋垫的基础上，加

工生产丝瓜鞋、帽、枕头和席子等。产品

销往北京、上海等一二线城市。

“在国外，尤其是日本和迪拜的客

商，对我们的丝瓜拖鞋、丝瓜帽子等丝

瓜制品钟爱有加。”蒋华杰饶有兴趣地

告诉记者。如今，蒋华杰以丝瓜络为原

料，研发产品已达11个，已成为继该县

金丝猴、槐山羊板皮（槐皮）、槐山羊肉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之后，又一大特

色品牌。

为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脱贫致富，蒋

华杰成立了沈丘县云农谷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并免费提供种子，订单回收。今年

已带动全县600多户村民种植丝瓜，种植

面积突破5000亩，并形成面积突破300

亩的种植基地3个，今年有望实现产值

250万元。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12月25日，

为减少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持续改善空

气质量，缓解交通压力，郑州市政府决

定自2019年12月27日至2019年12月

31日，每天7时至21时实施限行。

据悉，此次限行区域为郑州市东四

环、南四环、西四环、北四环(均不含本

路、区域内连霍高速不限行)以内区域

的所有道路。按机动车号牌(含临时号

牌和外地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

(尾号为英文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

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具

体为：机动车号牌尾号为单号的(1、3、

5、7、9)在单日上路行驶;机动车号牌尾

号为双号的(2、4、6、8、0)在双日上路行

驶。

为保障城市生产、生活正常运转，

以下机动车不受上述措施限制：军车、

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大

型客车、中型客车、出租汽车、校车、残

疾人专用车;车身外观喷涂统一标识并

执行任务的各类行政执法车辆和道路

清障专用车辆;车身外观喷涂统一标识

的环卫、园林、环保、市政(含污泥运输)、

热力、供水、供电、供气、供油、通信、邮

政(含报刊发行、快递)、押款、保险查勘、

新闻采访、医疗废物转运等专用车辆;

殡仪馆的殡葬车辆。同时，悬挂新能源

汽车专用号牌的新能源汽车，不受上述

措施限制。各类货车除了遵守《通告》

规定外，还应遵守郑州市对货车的其他

限行、禁行规定。

本报讯（记者李政）12月25日，由

河南广播电视台担任第一出品方的自

然电影《鹭世界》首映典礼在河南省郑

州市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举行。

该电影讲述了中国黄河中游湿地生

态区一只名叫“泽一”的苍鹭，从破壳出生

到展翅翱翔，从最初总掌握不了捕鱼技巧

饿着肚子四处碰壁，到后来能收获满满，

独自生活，成家立业，它经过了漫长艰辛

的成长历程。这部只有80多分钟的影

片，拍摄时间却超过了5年。

作为一部在黄河岸边拍摄的、以歌

颂大自然为内容的精品纪录片，以其鲜

明的思想主题，高超的艺术手法，描绘

出一幅河南壮美山河图景，勾勒出以

“母爱”为核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生动画卷。电影的拍摄出品，是讲好新

时代“黄河故事”的一次成功实践，也对

河南做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该影片是中国首部全景声

自然电影，荣获了第47届国际艾美奖特

殊贡献奖，本片将于2020年1月1日登

陆全国院线。

本报讯（记者王旭）12月25日，记

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春满

中原 老家河南”主题系列活动即将启

动。与往年相比，此次活动内容更加丰

富，惠民力度更大。

“春满中原 老家河南”主题系列活

动将于2020年 1月 5日（农历腊月十

一）上午正式启动，主会场设在郑州航

空港园博园，活动持续7天，其间园博园

门票全免。四个分会场分别在开封市、

鹤壁市浚县、三门峡市陕州区地坑院、

周口市淮阳县。活动将一直持续至2月

29日（农历二月初七)。

此次活动包含“春满中原”系列主

题活动、优秀主题文艺演出和“我们的

中国梦”——河南省文化进万家活动、

“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系列文化活

动、“过大年回老家”文化旅游活动、博物

馆宣讲活动五大类。

活动期间，将开展各类公共文化活动

7.33万场以上。在文化进万家活动中，省

直文艺院团将组成24支文艺小分队，走

进15个国家连片特困地区重点县和省级

扶持县24个贫困村，进行慰问演出。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周耀霞介

绍：“2020年春节元宵节期间，全省将举

办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活动

800余场，非遗宣传展示三大品牌活动

继续举办。”三大品牌活动是指宝丰马

街书会、第十一届“中原古韵—中国（淮

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第五届中国

（鹿邑）·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

剧)展演。

12月24日，正阳县永兴镇领导在为屈

楼村好婆婆颁发奖品。当日上午，该镇召开

2019年度农村精神文明表彰大会，对全镇

260名“好婆婆”“好媳妇”“文明卫生户”“遵

纪守法户”进行表彰。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

员张华摄

桐柏“众志成城”决胜脱贫攻坚
鄢陵“花木+”激发扶贫新动能

郑州启动单双号限行
实行机动车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

中国首部全景声自然电影《鹭世界》
首映典礼在郑州举行

“春满中原 老家河南”主题系列活动
明年1月5日启动

□本报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王向灵刘铭威

奖先进
倡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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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12月25日，

副省长武国定到周口市淮阳县、郸城

县，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

在淮阳县冯塘乡、郸城县胡集乡

2019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武国定

走进田间地头，实地察看农田机井建设、

灌溉线路铺设、沟渠疏浚硬化、林网绿化

管护等情况，详细询问项目规划布局、设

施配套、管理维护及成本效益等情况。

武国定强调，建设高标准农田是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打

造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的具体

行动。要严格投资标准，多渠道筹措资

金，确保足额落实地方配套部分。要统

一建设标准，坚持统筹规划，对水田林

路统一治理。要强化示范带动，加大投

入，提高标准，建设一批高效节水灌溉

示范区。要坚持建管并重，同步推进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建立完善运营管护长

效机制。要加快建设进度，确保年底前

全面开工，明年3月底前高质量完成建

设任务。

武国定指出，周口作为农业大市、

产粮大市，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上做表

率、走在前，探索出可借鉴、可推广的成

功经验和管护模式。

武国定还深入郸城县李楼乡就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调研。

武国定在周口市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
工作时指出

按时保质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
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标题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