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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菜园改造大市场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王向灵

2019年12月28日上午，在沈丘县留

福镇万亩小麦订单基地的麦田里，种粮大

户李坤峰记录着小麦分蘖、土壤湿度、疫

情等情况。

“嘿嘿，小麦长势不错，无疑又是一个

丰收年！”李坤峰自言自语道，冬日的阳光

洒在他那张黝黑的脸上。

今年48岁的李坤峰为留福镇夏老家

村民，沈丘县亿家丰农业种植合作社负责

人。他自2016年开始，每年种植订单小

麦1万亩，被乡亲们冠以“订单哥”的称

谓，至今已有4个年头了。

2016年夏收期间，由于连续下雨，小

麦品质下降，市场价格下滑，又加之玉米

价格下跌，农民种地积极性严重受挫。一

时间，土地返租、抛荒现象有所抬头。

“乡亲们，民以食为天，咱庄稼人不

种粮食种什么呢！愿意种的可以与我签

订种植协议，以每斤高出市场价7分钱

的价格收购大家伙儿的小麦！另外，每

亩4元的农业保险和‘一喷三防’飞防经

费由我个人买单！”耿直的李坤峰许下了

诺言。

在李坤峰的精心组织下，化庄、老寨

等8个自然村的413个农户，签订连片小

麦“订单”种植合同1万亩。李坤峰选用

了绿色高产高效优质强筋小麦良种“新麦

26”“郑麦369”，与河南省农业科技研究

所攀亲结缘，采取“科技单位+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运作模式，加之天公作美,

2019年1万亩订单小麦喜获丰收，单产竟

突破了619公斤。

据留福镇党委书记徐旭介绍，李坤峰

引领乡亲们种植的优质强筋订单小麦，市

场价格高、销路好。与中粮、豫粮、周口雪

融荣面粉签订(良种、来料加工)购销合同，

比普通小麦市场收购价高出10个百分

点，乡亲们每亩可增收100元。趟出了一

条发展订单农业、助力脱贫攻坚的新路

子。

“我是农民，我就喜欢种地。在我的

记忆中，爷爷、父亲都对种地有着一种别

样的情结。”李坤峰说。

李坤峰欣慰地告诉记者，他订单种植

不但种出了好收成，而且还种出了“政治

荣誉感”。由于引领乡亲们种植小麦获得

了较好的效益，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并被选为沈丘县人大代表。在县人代

会上，他以一个农民种粮大户的身份，大

胆提出的“减肥、减药发展绿色生态订单

小麦”的建议被采纳，这让他感到特别有

荣誉感。

沈丘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吕孝坤告

诉记者，在李坤峰的示范带动下，目前沈

丘县的赵德营、新安集、北杨集等乡镇，已

发展优质强劲小麦“新麦26”订单种植面

积6.8万亩，年增收700多万元。

当问及今后的打算时，李坤峰信心十

足地说：“刚刚召开的‘三农’会议，让我种

地的劲头更大了。作为一名党员，我要引

领乡亲们继续发展绿色优质高产高效订

单农业，让乡亲们多收三五斗……”

林州市是我省乡村振兴示范市。近年来，桂

园街道党工委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

振兴、城乡共生共荣，实现了农民生活富裕，街道

和谐美丽。

在市区，以改造老旧小区为抓手，改善城市

面貌。桂园街道红旗社区居委会管辖的是林州

市面积最大的老城区，辖区内18个小区多数是三

无小区（无物管、无主管部门、无人防物防）、老旧

小区，路面破损、垃圾乱扔等问题突出。

从2018年9月份开始，红旗社区委会给社区

的1090户的煤球棚统一覆盖了彩钢瓦、统一安

装了电表，居民电动车充电再也不用私拉乱扯电

线了，解决了一大安全隐患。

在农村，桂园街道以改造背街小巷，改变村

容村貌为抓手，全面升级改造村内道路。大菜园

村硬化了北一街、北三街道路，共计6200平方

米，对辖区内所有空闲地块及48条背街小巷进行

集中整治，疏通排污管道1400余米，硬化道路

9000余平方米，背街小巷道路得到全面硬化。

与此同时，桂园街道党工委不断加强村民的精

神文明建设，积极培育文明新风，助力乡村振兴。

利用教师节、重阳节、国庆节等重要节点，开展金秋

助学、爱满重阳文艺演出、千人同吃敬老餐等活动，

通过“和谐家庭”“贤孝媳妇”“好婆婆”“好邻居”“最

美庭院”等评比活动，树立良好的村风民风。

桂园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刘志红谈道：

“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是乡村振兴战略成功的关键，大力发展集体经

济，提供强有力的财政保障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近年来，我们街道办事处投入乡村振兴的资金上

亿元，把辖区打造成了和谐宜居的美好家园，实

现了辖区旧貌换新颜。”

时值寒冬，行走在泌阳城乡，但见

绿化行道郁郁葱葱，河流清澈见底，抬

头见蓝，低头见绿，生态美景俯仰皆是，

大有“家在园中、人在景中”之感。

近年来，泌阳县以打造山水生态宜

居城为目标，不断改善城乡居民居住生

活条件，完善各项城乡基础设施，提升

城乡面貌，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城市提质工程让城市更有品位

冬日的双龙公园内，居民带着孩子

愉快地玩耍。“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这

里人特别多，有的跳广场舞，有的散步，

孩子们在这里打篮球，真是居民游玩的

好去处！”居民陈先生不住感叹。

双龙公园只是泌阳县大力开展城

市提质工程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泌阳县

以生态宜居为抓手，积极推进“六大功能

区、两大生态带”建设，不断加大供排水、

垃圾处理、公厕设施、学校医院建设力

度，投资7.8亿元实施新县人民医院建设

工程，投资2亿元实施县中医院、县妇幼

保健院搬迁工程。城市供水管网覆盖率

89%，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率97.9%。同

时，围绕城市“双修”和以水润城、以绿荫

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要求，投资10亿

元建设了县文化艺术中心，投资19亿元

对县城区泌水河、梁河进行生态水系治

理，新建国家级湿地公园1个、公园游园

35个，人均绿地面积18平方米，投资18

亿元对老城区道路沿街房屋进行修补，

整个城区面貌焕然一新。

改善人居环境让乡村更加美丽

在靓丽畅净的郭集镇邢庵村，漂亮

的楼房整齐地排列在水泥路两旁，阳光

照在户户通的水泥面上显得格外耀眼，

大叶女贞和红叶石楠点缀道路两旁，在

村中心新建的文化健身广场上，孩子们

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中愉快地嬉戏玩耍，

放眼全村，公厕、垃圾屋、太阳能路灯等

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村民徜徉在幸福美

丽的环境之中。

在推进生态宜居城市建设中，泌阳

县始终坚持城乡统筹发展，着力补齐农

村人居环境的短板，让广大农民真切享

受环境整治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为此，泌阳县大力推进环境美、田园美、

村庄美、庭院美“四美乡村”建设工程，

建立了农村垃圾收集处理体系，实施好

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试点工程，加

快推进厕所革命，开展村容村貌集中整

治行动，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

至目前，泌阳县累计投资2.4亿元，

硬化道路766公里，修建排水沟渠360

公里，建设污水处理厂5处，建设垃圾中

转站、简易填埋场28处，配备垃圾池（桶）

8700个，购置保洁车辆4200辆，清理改

造坑塘352个，改厕2万户，全县所有行

政村达到“三无一规范一眼净”目标，建

成达标村216个、示范村120个，分别占

行政村总数的61%、34.6%，让看得见

山，忘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远景正

在盘古大地一步步变成幸福现实。

绿色生态创建让生活越来越好

泌阳县始终秉持绿色发展理念，以

开展绿色社区、绿色企业、绿色学校、生

态乡镇、生态村、园林单位、园林小区创

建为抓手，让绿色生活理念积极融入广

大城乡居民的生活中，形成健康的绿色

生活方式，至目前，泌阳县创成省级绿

色学校2所，市级绿色学校6所，建成省

级园林小区8个、市级6个，省级园林单

位21个、市级40个，创建成2个国家级

生态乡镇、16个省级生态乡镇，24个省

级生态村、93 个市级生态村，此外，

2019年泌阳成功创建省级生态示范县。

如今的泌阳，推窗见绿，出门见景，

人在绿中，城在园中，山清水秀，景明人

和，人们生活的舒适度不断提高，获得

感、幸福感不断加强，一幅生态美丽的美

好画卷正在泌阳大地精彩铺开。

本报讯为全面做好我省元旦、春节

及“两会”期间猪肉应急储备工作，2019

年12月30日上午，河南省猪肉应急储

备集中签约仪式在漯河市举行。

会上，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宋虎振

对我省猪肉应急储备工作提出了具体要

求，他指出，当前我省猪肉市场运行基本

平稳，但截至2019年12月份我省猪肉价

格持续高位，已影响到百姓的日常生活。

猪肉市场供应和应急储备工作关乎民生，

是保障我省城乡居民消费需要的最直接

最重要的手段。各部门、各企业要深刻理

解元旦、春节及“两会”期间猪肉应急储备

工作的重要意义，确保储备猪肉做到“储

得进、管得好、调得动、用得上”。

宋虎振强调，全省猪肉应急储备工

作，实行每周报告制，承担猪肉应急储备

任务的各地市部门和企业要各负其责，

齐心协力认真落实储备任务，履行好储

备合同，确保应急储备工作的严肃性；要

精心组织，强化责任，投入足够的人力、

物力、财力做好储存、调运等工作，同时

要大力宣传猪肉应急储备的意义和作

用，使人民群众了解省委省政府在稳定

市场、保障供应、惠及民生等方面的措

施，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心。

会上，各地市相关部门与双汇、牧原

2家猪肉应急储备企业分别签订了猪肉

及生猪活体应急储备合同。

最后，承储企业代表分别进行了表

态发言。企业表示，一定按照各级领导

对猪肉及生猪活体应急储备的工作要求

和指示，认真、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

我省元旦、春节及“两会”期间猪肉应急

储备在“保障供应、关怀民生”方面发挥

切实作用，以承担储备任务的荣誉鞭策

自身不断发展，以实际行动落实社会责

任，助力民生工程。(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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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秋收，岁稔年丰。2019年，是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关键一年，我省超额完成年度脱贫任务，粮食产量再创新高，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突破，十大水利工程顺利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社会保障和基层治理水平有了新提升。2020年，是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如何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如何
加快补上“三农”领域短板，确保全面小康成色？各地有什么好经验、好做法，农民朋友有什么好项目，好点子，请娓娓道来——

沈丘县种粮大户李坤峰

发展绿色高效农业 让乡亲们多收三五斗

展望2020

乡村振兴的桂园实践

□本报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王国鹏文/图

林州市桂园街
道办事处位于林州
市核心区，近年来，
该区凭借着独特的
区位优势，大力发
展集体经济，不断
改善人居环境，在
新时代乡村振兴的
伟大实践中，走出
了城乡融合的发展
之路。

2009 年 9月 25日，本报以《因

“穷”出名的村庄》为题报道了大菜园

村，彼时的桂园街道办事处大菜园村

全部是平整的柏油路，家家户户都住

着统一规划的两层小楼。村里投资

1700万元建立了林州市最大的蔬菜

粮油批发市场，这个市场年收租金

200万元，全村固定资产三四千万元，

人均收入7000多元。

10年之后，记者再次来到大菜园

村，参观了新近升级改造的大菜园蔬

菜粮油综合市场，统一规划的门头和

双开玻璃门整洁美观，车辆停放井然

有序。

大菜园蔬菜粮油批发市场建于

2005年，近期，由于设施逐渐老化，

市场脏乱差的问题日益凸显，2019

年3月1日，林州市决定对大菜园市

场进行升级改造。

大菜园村党支部书记王建新说：

“大菜园村有710户3100口人，当村

民们得知市场要进行大改造的消息

时，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不能改’。投

资的2000万元改造资金从哪里来？

改造前，村民每人每年可从市场分红

1200元，改造后还能保证收益吗？商

户们同样不愿意改，他们不愿意因为

市场改造而停业。”

王建新的压力也很大，他多次组

织村“两委”班子开会研讨方案，并组

织党员和群众代表走出去取经学习。

王建新过去在外地搞房地产开

发，他利用自己的经营经验，通过招

标，与施工企业达成分期付款协议，

利用市场租金3年还清建设投资，解

决了资金问题。从2019年3月份到

9月份，他们科学施工，做到边经营边

施工，既保证施工安全，又最大限度

地保护了经营者的利益。

改造后的市场，新建了中型垃圾

中转站，实行垃圾干湿分离。新建立

了农药残留检测室，配备快速检测设

备和专职检测人员，每天对进场蔬菜

进行农药残留抽检，并将检测结果及

时上报上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

构，同时在市场公示栏内公示。

王建新说：“过去市场有经营户

300个，村里年收入租金最多六七百

万元，市场改造后，经营户增加到400

户，市场年营业额超过1.7亿元，租金

收入超过了1000万元。”

小菜园村是个有村民5650人的

大村，一度是个乱村，曾经8年换过7

任村支书，2011年7月份，在林州市

检察院工作的元进红回村担任了村

支书。

元进红说：“这些年来，有红旗渠

干部学院、红旗渠公共服务中心、建业

小区、阳光新城、丽景新城、人防办公

楼、桂园学校、林州市九中等10多个

单位和建设项目落户小菜园村，并给

林州市政贡献了400亩土地，修建了

林虑大道、龙安路等四条市政道路。”

“为了壮大村集体经济，保证永

续发展，这几年我们主要奔忙了一件

事，就是建设益民商贸中心，这一项

目现在已封顶，预计今年6月份可以

投入使用。”元进红说。

益民商贸中心经过前期招商、资

金筹集、土地招拍挂、项目设计招标

公示等一系列流程，项目纳入了林州

市重点工程。2018年6月1日，正式

奠基动工，该项目总投资约3亿元，占

地61.4亩。元进红介绍说，2019年

初，村“两委”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

相继召开了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表

决通过了益民商贸中心房屋销售方

案，按照决议将所售房屋一次性清盘

给施工方，回收资金约1.7亿左右，解

决了大部分建设资金。同时，村里可

以留下7万平方米的商业用房，出租

给商户，通过租赁商铺增加集体收入，

可解决就业岗位1000余个，预计每

年增加集体收入600万元。

泌阳县

山清水秀满眼绿
生态宜居生活美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学习推广浙江学习推广浙江““千村示范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万村整治””经验经验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陈远志

猪肉应急储备签约仪式
在漯河举行

2 小菜园的商贸中心

3 建设好美丽家园

小菜园街景

1月2日，济源示
范区梨林镇南官庄村
蔬菜大棚内，工人正
在收获西芹。南官庄
蔬菜大棚是梨林镇
2019年产业扶贫项
目，该项目采取农业
合作社经营模式，每
年收入预计10万元，
将带动该镇 14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年户均
增收 3000 元以上。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

讯员贾飞飞摄

济源梨林镇

扶贫大棚里芹菜丰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