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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叶县市场监管局

筑牢特种设备安全防线

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特种设备使用

安全，助推企业复工复产，4月28日，叶

县市场监管局召开特种设备安全专题工

作会。该局局长王迎信、副局长尚彦歌，

局相关股室队、基层所负责人和135家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叶

县县委常委、副县长马亚军出席并讲话。

马亚军在会议上指出，要把特种设

备安全当成一项政治任务，“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守住安全红线；

要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模

范带头作用，提高认识、端正态度、精准

研判、科学施策，全面做好特种设备安

全监管工作；在隐患排查治理上，要真

刀真枪，真做实干，不能流于形式，要克

服侥幸心理，不留盲区、不留死角，落实

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形成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做

足做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执法工作，加

强安全监察队伍建设，加快民用液化气

充装站“互联网+监管”管理模式全面实

施。同时加大执法查处力度，针对存在

问题不整改和整改不到位或无视法律

法规、为所欲为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和

明知故犯、屡教不改、暗中抵触的特种

设备使用单位，要加大查处力度，严查

重罚，该封停的封停，该取缔的取缔，决

不姑息迁就，坚决杜绝问题特种设备投

入使用；通过监管部门和企业的共同努

力把特种设备工作管好抓牢，为建设实

力叶县、美丽叶县、魅力叶县、普惠叶县

做出贡献。（吴军伟）

2020年5月7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李鹏 电话∶0371-65795722 E－mail∶ncbzbs@126.com 版式∶徐渊 校对∶王仰瑞

□本报记者李海旭通讯员赵敬雷宋涛

从大年初一到现在，宁陵县委书记李

振兴没休息过一个星期天，日程总是安排

得满满的。“五一”劳动节前夕，记者就复

工复产以来宁陵县产业发展情况，采访了

李振兴。

早在今年2月份，宁陵县委、县政府

就积极作为，一手抓抗疫、一手抓复工复

产。该县出台了复工复产的相关文件，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在外地人员来不了的情

况下，积极组织本地工人就地就业；为企

业提供口罩、手套、消毒液等防疫设施。

李振兴亲自带队下乡，一个乡接着一个乡

进行督导，一个企业接着一个企业动员。

李振兴介绍说，全县成立企业复工复产工

作领导小组，抽调专人深入企业，做好复

工前防范措施，协调解决各企业复工复产

中存在的问题和难题，为企业提供全方位

服务。一方面坚定不移抓疫情防控，另一

方面抢抓机遇复工复产，宁陵县复工复产

工作走在了商丘市全市前列，复产率最

高。

截至2月底，宁陵县共有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共计73家，累计复工73家，复工

率100%，累计复工到岗2.42万人；全县

各乡镇扶贫车间151个，复工率100%，返

岗复工2305人；省市重点项目35个，已

复工复产29个，其中新项目16个，开工

10个。续建项目19个，复工率100%；服

务业领域复工复产率99.38%，基本实现

应开尽开。抢抓机遇，奋发向上，宁陵产

业集聚区所有企业实现了全面复工复产，

一派繁忙景象。“三月份宁陵县全县企业

产量同比增长300%。”李振兴自豪地说。

抓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还要抢抓机

遇，上重点项目。为了争取牧原集团400

万头的生猪屠宰项目，3月15日，李振兴

和马同和县长一起开车去南阳牧原总部

进行协调，高效促成了该项目在宁陵落

地。“牧原集团已在宁陵建起了一个160

万头的生猪养殖基地，我们先把生猪养

殖基地做起来了。这次牧原集团投资8

亿元在宁陵县建一个400万头的生猪屠

宰项目，这个项目是一个啥概念？规模

位居世界第一！这个项目是河南省重点

项目，宁陵县将成为牧原豫东地区规模

最大的基地。这一项目可实现2500人

就业和8000万元的年税收。同时还将

带动餐饮、物流等相关产业发展。这些

都是大进大出的行业，所以我们还将配

套建设物流产业园，为牧原公司和入驻

宁陵的化肥企业做好配套服务。”李振兴

满怀喜悦地说。

疫情防控期间，农产品滞销怎么

办？近年来宁陵县依托丰富的农产品资

源优势和规模化的产业基地，电商发展

势头迅猛。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宁陵

电商更是发挥自身优势，把全县的农产

品售卖到了全国各地，解决了农村卖难

问题。

李振兴介绍说，宁陵县拥有22万亩

酥梨、35万亩花生、10万亩白蜡杆、2.2

万亩设施葡萄，农业产业正在焕发出勃

勃生机，为农村电商发展创造了有利条

件。目前宁陵县已建立了县级电商公共

服务中心和180个乡村电商服务站，完

善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解决了

网货基地农产品“最后一公里”“最先一

公里”末端配送难题，宁陵酥梨、梨膏、酵

素、花生、大蒜、黄瓜、葫芦等农产品得以

卖到全国各地。宁陵县在全县贫困村培

养180个电商创业带头人，对全县各乡

镇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贫困村返乡创

业青年等电商培训100%全覆盖。2019

年宁陵电商交易额3亿元。在第四批国

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绩效考评中，宁陵

县取得全省第一的好成绩，被商务部、财

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评为“国家级电商进

农村示范县”。

宁陵酥梨久负盛名，全县拥有22万

亩的酥梨种植基地，带动了大批梨农增收

致富。李振兴介绍说，为进一步加强供给

侧改革，郑州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酥梨

试验站落户宁陵；高起点谋划的梨花小镇

正在规划中；已持续举办了十七届“梨花

节”活动，今年春天因受疫情影响，宁陵县

创新策划了网上直播看梨花活动，吸引了

大批粉丝网上围观。

此外，宁陵县党建工作成效突出；旧

城改造工作也在阔步推进；抗疫、复工复

产等多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县域经

济发展特色鲜明。领导班子带头干，积极

作为、主动作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每

项工作我们都在用心做、创新做、认真地

做！项目建设是总抓手和核心支撑点。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国家政策和宁陵

特色，精准谋划项目，为宁陵量身打造项

目，持续推动宁陵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采访结束时，李振兴满怀信心地说。

“五一”前夕，当走进柘城县惠济乡莲

旺牧业有限公司的肉牛繁育基地，“哞哞”

的牛叫声一下子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上万头牛被分类圈养在一个个标准的牛

栏里的牛儿们从牛栏里露出头正悠闲地

吃着草料。

莲旺牧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肉牛养

殖繁育、科研推广、销售服务为一体的民

营企业，占地220亩，建成有储量4万吨

的大型青储池4个，养殖棚30座，饲料加

工棚1座，有机肥加工车间1个，自动化机

械12台。该公司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已

存栏有西门塔尔牛、夏洛莱牛、鲁西黄牛、

三元杂交牛等1.2万余头，是全省最大的

母牛繁育基地。

“我们莲旺牧业有限公司是一个扶贫

企业，企业优先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

由于我们现在都是机械化上料，他们平常

就是做些清扫、防疫、消毒工作，一般工资

不低于2500元，高的有3000多元。同

时，公司还将计划流转土地5000亩，用于

青储饲料作物种植，租金按每亩700元计

算，可增加农民收入350万元。农民可以

从田间劳动中解脱出来，从事其他劳务工

作，从而增加他们的收入。”莲旺牧业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白洪涛介绍说。

据了解，养殖基地主要饲料来源为玉

米、小麦秸秆，年饲喂秸秆可达75000吨

（约26000亩地秸秆产量），这不但解决了

农民焚烧秸秆对大气环境的污染问题，并

且每亩净增加农民收入100多元，仅此就

为周边农民增加收入260多万元。

“为发挥更大的产业扶贫带动作用，莲

旺牧业有限公司积极推进‘公司+基地’发

展模式，为农户提供优质种牛，带领周边村

庄发展小型养牛厂，为他们提供饲草种植

和饲料配方技术、防疫、收购加工、市场销

售等服务，以大企业带动养牛产业发展。

同时，公司还引导群众积极从事养牛产业

或以闲置资金、贷款入股等方式参与分红，

对投入资金达5万元的农户，可以进行肉

牛托管养殖，并享受年均不低于5000元的

分红，为附近村贫困户脱贫致富提供了有

力保障。”惠济乡副乡长王远鹏说。

“参观了这个养牛场后，感觉养殖前

景很好，接下来我打算先养200头牛，效

益如果不错，就带动村里面的贫困群众发

展养牛产业。养一头牛估计需要十来个

月的时间，算算这一头牛也能赚个三四千

块钱吧，是一个很好的让农民脱贫致富的

产业。”前来养殖基地参观的洪庙村党支

部书记陈修国信心满满地说。

“柘城县惠济乡现代农业产业园，是

集母牛繁育、肉牛育肥、肉牛交易、肉牛屠

宰、肉牛加工、饲草种植、蔬菜辣椒种植等

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总占地面积

5000余亩，计划总投资6亿元，建成后可

带动就业2000余人。目前，该产业园一

期肉牛繁育基地占地220余亩，总投资

2.5亿元。产业园采取‘公司+集体经济合

作社+贫困户’‘公司+新型经营主体+贫

困户’‘公司+金融+贫困户’‘公司+贫困

户代养’等模式，带动了1180多户贫困户

脱贫致富。”惠济乡党委书记董刘杰说。

初夏时节，记者走进睢县田野，碧

波麦浪随风荡漾，片片油菜花送来阵

阵芳香。在城关镇袁庄村纵横的田垄

上斑斓鲜花簇拥着一座座银色大棚，

走进大棚一个个又红又大的草莓在绿

叶中探出“头”来，讨俏可爱，诱人垂

涎。

“这片草莓地有50多亩，昨天一天

就来了将近200人，今年受疫情影响，踏

青、采摘的相应少了些，去年这个时候

平均每天收入6000多元，一年的产值

近80万元。”河南凤彩农业睢县草莓种

植基地总经理王智豪一边介绍一边拾

掇着草莓茎叶并招呼来访者现采现尝，

“放心吃，绝对是绿色生态无污染的。

草莓园按照‘六不管理’原则，不打药，

不浇水，不施肥，不除草，不治虫，不防

鸟！果面艳、口感棒。”

政府搭台，群众唱戏

睢县按照“公司运作、示范引领、基

地推广、合作带动、农户增收”的思路发

展扶贫产业。城关镇袁庄村先行先试，

由河南凤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技术

支撑，采取“公司+订单+农户”模式发展

草莓种植。3 年来，该镇先后投资

1394.31万元，建成连栋塑料大棚5座，

新型双模拱棚26座，新型日光温室4座，

农产品检测化验室1座，工厂化育苗床架

及配套喷灌机2套，草莓高架育苗H型

架8000米及配套设施。

袁庄村草莓的发展带来了较好社

会效益和带贫效应。据该乡党委书记

李红星介绍，草莓种植每年为该村增加

村集体收入94万元，受益时间达15年，

资产收益的70%以上由村集体二次分

配给建档立卡贫困户，加上务工，土地

流转租金，进一步拓宽了贫困群众稳定

持续增收途径。

能人带动，抱团发展

胡堂乡高里台可丁农业草莓产业

园由种植能手袁伟承包经营。从半亩

地到一亩地，从露天到小拱棚，从小拱

棚到大棚，开启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从优到精的种植之路。目前草莓种植

面积100多亩，苗圃培育60多亩，长期

用工50多人。

在草莓棚里记者与正在采摘草莓

的脱贫户秦扣花拉起家常。2018年8

月，秦扣花老伴因病去世，她背上债务

和精神双重压力，整天少言寡语。驻村

第一书记付中华帮她找到了在草莓大

棚打零工的活。“在这干些下叶、摘果、

除草等力所能及的活。每小时五元钱，

一月也能挣千把块钱”。秦扣花脸上一

扫过去忧伤，充满了幸福和满足。

睢县扶贫办负责人刘学军说：“在

产业园务工的农民既是‘雇工’又是‘股

东’他们多是带着产业扶持资金或土地

入股，享有‘分红’权的农民，他们在赚

‘分红’的同时又可在产业园区打工挣

工资，实现‘双丰收’。”

贫困户带资、带地入股解决了企业

先期发展的不足，政府组织专业力量对

产业项目进行全流程排查和风险评估，

提供产业技术和风险评估服务，解决了

市场风险，这种能人带动，抱团发展的

带贫模式取得了企业得发展，贫困户得

实惠双赢效果。

睢县的草莓以其色香味俱佳，被视

为果中珍品，享有“水果皇后”“神奇之

果”“活的维生素丸”等美誉。该县采取

“公司+订单+农户”模式，通过技术培训

辐射20个乡镇60余家农户发展草莓种

植，带动当地农业提升收益近千万元。

草莓产业的发展弥补了睢县果蔬产业

发展短板，促进了农业节本增效，推动

了果蔬产业的转型升级，助推睢县农业

的高质量发展。

睢县

草莓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李海旭通讯员刘景澎杜传忠

抢抓机遇 创新发展
——访宁陵县委书记李振兴

柘城县 养牛产业带动贫困户“牛”起来
□本报记者李海旭

通讯员刘关心武月文/图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李海旭）5月7

日至9日，卢氏县文峪乡大樱桃产销对

接发布会在海关总署第一书记派驻村

吴家沟村开幕。

吴家沟村是卢氏县贫困村，位于豫

西国家生态示范区，北纬33°33′~

34°23′之间，平均海拔500米，光照充

足，昼夜温差大，降水量适中，年平均气

温＞13℃，拥有得天独厚的大樱桃生

长条件，其红灯品种成熟期早于全国

大部分大樱桃自然产区。

吴家沟村有约1200亩大樱桃，海关

总署驻村工作队到村后，积极帮助吴家

沟村理清发展思路，找准发展定位，增强

自我发展能力，拓宽群众致富渠道。

工作队立足已有一定基础的大樱桃

种植业作为产业发展帮扶项目，引入郑

州大学农业技术，采取海关总署帮扶资

金投入与郑州大学技术扶贫相结合的方

式，帮助该村制定樱桃产业中长期发展

规划，向果农全程提供技术支持服务，提

供生物肥料，组织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生

产，以全面提升管护水平，改善大樱桃管

理松弛，果实品质不高的状况。

此次以海关总署精准帮扶文峪乡

吴家沟村为背景，文峪乡主办的樱桃产

销对接发布会，邀请到了筐鲜生、盒马

鲜生、大润发、每日优鲜等十余家果蔬

生鲜平台、渠道商与会。通过此次发布

会，向市场推介文峪乡产区优质大樱

桃，使市场能够知晓、了解、满意文峪乡

产区大樱桃的品质，使农户种植的大樱

桃走向市场，卖上更好的价格，帮助贫

困村群众增收致富。现正采取在地收

购、电商分销和公益采购相结合的方

式，稳步拓展销售渠道，着力解决农户

“好果子卖不上好价”的难题。

为切实增强村集体自我发展能力，

激活将大樱桃作为集体产业发展的潜

能。在工作队牵头下，吴家沟村成立了

樱海林果专业合作社，以合作社为主

体，组织生产经营，注重在种植、管理、

销售全过程培养带头人，通过形成樱桃

产业支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效

机制，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有增长，村

集体经济发展有动力，村集体经济帮贫

带贫有能力。

“这是吴家沟村大樱桃的丰收季，

这一颗颗致富果看着真让人欣喜。今

年通过拓展大樱桃销售渠道，精准对接

市场，能让果子买上更好的价格，直接

提高种植户销售收入，能为集体经济持

续发展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也能在

极大程度上弥补今年因疫情影响减少

的务工收入损失。”海关总署驻吴家沟

村第一书记王晓骞说。

樱桃丰收笑颜开
——卢氏县文峪乡大樱桃产销对接发布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