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郑州市
中牟县雁鸣湖镇

新密市平陌镇

新郑市梨河镇

二、开封市
尉氏县张市镇

兰考县谷营镇

杞县高阳镇

三、洛阳市
栾川县石庙镇

新安县石井镇

宜阳县莲庄镇

四、平顶山市
郏县姚庄回族乡

宝丰县赵庄镇

高新区遵化店镇

五、安阳市
林州市姚村镇

滑县牛屯镇

汤阴县韩庄镇

六、鹤壁市
淇滨区钜桥镇

淇县灵山街道办事处

七、新乡市
获嘉县照镜镇

辉县市冀屯镇

长垣市赵堤镇

八、焦作市
温县祥云镇

修武县云台山镇

武陟县西陶镇

九、濮阳市
濮阳县庆祖镇

清丰县马庄桥镇

台前县侯庙镇

十、许昌市
禹州市神垕镇

长葛市大周镇

鄢陵县马栏镇

十一、漯河市
召陵区万金镇

郾城区龙城镇

十二、三门峡市
渑池县南村乡

灵宝市焦村镇

卢氏县朱阳关镇

十三、南阳市
西峡县五里桥镇

内乡县马山口镇

淅川县九重镇

十四、商丘市
民权县人和镇

柘城县牛城乡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贾

寨镇

十五、信阳市
光山县晏河乡

新县吴陈河镇

商城县鄢岗镇

十六、周口市
西华县聂堆镇

商水县邓城镇

鹿邑县太清宫镇

十七、驻马店市
确山县竹沟镇

驿城区水屯镇

上蔡县黄埠镇

十八、济源示范区
思礼镇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近日，记者从

省农业农村厅获悉，经县（市、区）申请、

市级推荐、省级核查，拟将中牟县雁鸣湖

镇等50个乡镇（街道）命名为第一批省

级“美丽小镇”。

据了解，为示范引领河南全省农村

人居环境改善，按照《中共河南省委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关于开展

“四美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等3个指

导意见的通知》要求，拟将中牟县雁鸣

湖镇等50个乡镇（街道）命名为第一批

省级“美丽小镇”。

公示期为6月2日至6月8日。公

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发现拟命名

“美丽小镇”与事实不符、弄虚作假等问

题，均可以书面形式反映情况。

我省拟命名50个乡镇（街道）
为首批省级“美丽小镇”

附：第一批省级“美丽小镇”公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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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牛倩倩

绿树成荫，鲜花摇曳，硕果累累……

盛夏时节，走进郏县冢头镇乡村田野间，

步步是画，处处皆景，村净、景美、人和的

幸福乡村画卷尽收眼底，古镇大地焕发出

勃勃生机。近年来，冢头镇全面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并在35个村“开花结果”，成为

一道道亮丽风景线。

环境美，提升乡村气质

在该镇天地庙村，村道干净整洁，明

亮的墙面被一幅幅3 D画点缀着，村落环

境优美又祥和。

而在一年前，天地庙村环境可用“脏

乱差”来形容，垃圾、污水、危房是这个村

的“顽疾”，也是美丽乡村中不和谐的“疤

痕”。2019年下半年，天地庙村结合美丽

乡村建设项目，开始在人居环境整治上下

功夫，拆除残垣断壁、危旧房屋，进行厕所

改造，道路硬化亮化，房前屋后绿化等，一

系列整治让该村改头换面。

“以前垃圾随风刮，污水靠蒸发，村道

脏乱差。现在村干部带领我们打造美丽

乡村，垃圾天天拉，荒坑变游园，群众脸上

乐开了花。”该村村民杨海祥对村容村貌

的变化感到欣喜。

冢头镇坚持把人居环境提升与美丽

乡村建设、文明习惯养成、推进乡村振兴

相结合，突出支部引领、发挥群众主体作

用，着力完善制度机制，扎实开展一系列

的清洁村庄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产业兴，助推村强民富

6月1日，在该镇圪塔王村生姜种植

基地，20余名群众正在忙碌着。圪塔王

村党支部以“党建引领‘村社一体化’壮大

集体经济”为发展理念，投资46万元，种

植生姜68亩，为20余户困难群众提供务

工岗位。

近年来，冢头镇紧紧围绕“就业脱

贫、产业致富”的发展目标，把“乡村美”

和“农民富”有机结合起来，立足本地资

源发展特色产业，优化土地、资金、劳动

力三要素，着力打造‘一村一品’，目前已

发展千亩绿芦笋种植、千亩大根萝卜种

植、中药材种植、富民红牛养殖、花卉苗

木种植等特色产业，实现了农业产业发

展、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村集体经济协

调发展。

风尚新，推动社会和谐

近日，在该镇花园村举办“孝老爱亲

节”文艺演出的同时，进行了“好婆婆”“好

媳妇”“道德模范”“五美庭院”颁奖活动。

评选出的先进典型戴上大红花，在热烈的

掌声中走上舞台，镇、村干部为他们颁发

荣誉证书。花园村在打造美丽乡村的同

时注重倡导文明和谐新风尚，也因此先后

荣获“河南省卫生村”“河南省文明村”等

荣誉称号。

冢头镇在建设美丽乡村环境的同

时，积极涵育文明乡风，持续开展“最美

冢头人”“五美庭院”“星级文明户”等各类

先进选树活动，适时精心组织表彰会，让

其先进事迹在乡村大地广泛传播，用身边

事教育身边人、用身边人带动大众，形成

向善向好的文明新风。同时，利用“乡村

大舞台”、农民夜校等场所将文明风尚、健

康文化、良好风俗等有机融入美丽家园建

设之中。

美丽乡村，美在安居乐业，美在人

居环境，美在产业发展，美在乡风民风。

随着一个个美丽乡村的崛起，一幅幅乡

村振兴的美丽画卷正在冢头大地徐徐

展开。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学习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经验

郏县冢头镇 美丽乡村的幸福密码

抗 旱 抢 种 夺 丰 收

6月8日，商丘市梁园区观堂镇盛庄村农民正在抗旱浇地。

针对当前天气持续干旱、对秋作物播种和出苗造成严重影响,观

堂镇积极动员农民群众,在全镇范围内迅速掀起了抗旱浇地、保

夏种高潮。截至目前，该镇已种植秋作物2万多亩。 陈臣摄

梁园区
“紧锣密鼓”抗旱保夏种

6月6日,宁陵县纪委监委驻城郊乡胡三庄村第一书记王宾宾帮助外出打工户

进行抗旱浇水保苗。连日来，天气高温干旱无雨，该县党员干部冒高温，深入田间地

头，和群众一起浇水抗旱抢种保苗掀高潮，确保今年秋作物一播全苗。 吕忠箱摄

宁陵县 抗旱保苗抢种掀高潮

6月8日，固始县徐集乡郭洼村“金福

圆种植合作社”社员在浇地。为抗旱当地

党委政府和农业农村、水利部门积极行动，

并对打机井给予适当奖补，截至目前，全县

已打出深井300多眼。 丁昌铭摄

固始县
打井300眼
抗旱保丰收

本报讯 6月5日，省委农办主任、省

农业农村厅厅长申延平到农业农村厅定

点扶贫村夏邑县火店镇田集村实地调研

“三夏”生产和农村工作。

申延平到小麦机收现场实地了解小

麦收获情况，与农户亲切交谈，详细询问

小麦品种、产量、收割、品质和销售等情

况，督促驻村队员和村干部帮助群众抓住

当前麦收关键时机，全力以赴，抢收抢打

小麦，确保丰产丰收。

在田集村200千瓦光伏扶贫电站项

目站，申延平认真查看逆变器、并网柜等

设施，详细了解光伏电站年度发电量、并

网电价、收效情况。申延平又到扶贫车

间，询问香包产销、带动贫困户脱贫情

况。他鼓励驻村队员和乡村干部切实把

产业扶贫项目抓出成效，让更多的贫困群

众从中受益。

申延平还沿着村大街依次走进几户

村民家中，实地了解农户宅基地使用、厕

所改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探讨农

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中所遇到的问题和

困难。申延平指出，农村宅基地改革和

“厕所革命”是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民生

工程，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工作，要坚持

因地制宜、因村制宜、因户施策的原则，充

分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发挥先进典型在引路、示范、激励等方

面的作用，进一步让农民的生活品质得到

提升、方式得到转变。

申延平还到村党群服务中心看望了

驻村第一书记，肯定驻村工作成效，希望

今后要着眼村长远发展，不断创新工作思

路，强化工作举措，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促进村各项建设，把田集村建设得更加和

谐美丽幸福! （特约通讯员王红岩）

6月7日，游客在驻马店市驿城区张保红的桃园内采摘蟠桃。这个占地100多亩的

果园内不仅让张保红致了富，还吸收了30多户贫困户进园打工挣钱。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米山摄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鱼”你同行，

唱响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的黄河大合

唱。6月6日，全国放鱼日河南分会场，

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多家单位举办2020

年河南省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当日

共放流黄河鲤、鲶鱼等9万尾本土鱼。

据了解，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养护水

生生物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通过放

流活动，补充黄河土著鱼类，同时向社会

广泛宣传保护水生生物资源的重要性，

以进一步加大我省黄河流域水生生物多

样性保护力度，营造保护水域生态环境

的良好氛围，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做出我们行业应有的贡献。

放流现场，工作人员还抽取样本，对

鱼进行标记，从源头放生、巡游过程等，

进行溯源跟踪，为今后科学研究提供精

准依据。省渔政管理局局长张西瑞介绍

说，根据近几年的跟踪监测调查，近年

来，我省几大流域资源量明显得到恢复，

黄河干支流上一些珍稀鱼类如大鼻吻

鮈、黄河瓦氏雅罗鱼、乌苏里拟鲿开始显

现。“十三五”期间，我省沿黄各地共开展

增殖放流活动百余次，放流经济鱼类1.6

亿尾，有效补充了黄河流域水生生物资

源，促进黄河生态环境的改善。

本报讯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在京

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0》。

《报告》显示，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发展质量稳步提升，主要预期目标

较好实现；农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

好。

《报告》在2019年的基础上，继续

突出战略导向、定量分析的特点，基于

统计数据和中国农业产业模型等前沿

研究方法，从农业-食物系统的视角回

顾与展望了国内外宏观经济和农业产

业走势，梳理了2019年与农业产业发

展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从全要素生产

率、国际贸易和生产成本3个角度剖析

了中国农业产业竞争力，分析了新冠肺

炎疫情对中国农业和农民收入的影响，

评估了生猪产能恢复趋势及其主要影

响因素，模拟了草地贪夜蛾对2020年

中国玉米产业带来的影响，总结了2019

年谷物、油料、畜产品、水产品等18种重

要农产品的产业发展特征，展望了相关

产业2020年~2021年的发展趋势。

《报告》指出，受贸易摩擦、地缘政

治和衰退风险等重大不确定因素的共

同影响，世界经济增速降至2008年金

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世界农产品产

量增速放缓。《报告》分析说，应根据国

情分品种制定农业产业竞争力目标，从

更广义的视角看待中国农业产业竞争

力。第一，守住“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

本自给”的战略底线是中国谷物产业最

根本的竞争力目标；第二，园艺作物和

禽类产品等农产品的竞争力目标是积

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

《报告》提出，依靠农业科技进步驱

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提升中国

农业产业竞争力的主要途径。并且透

露，在新冠肺炎疫情给国民经济造成冲

击的特殊时期，农业-食物系统受到的

影响较小，农业-食物系统的“战略后

院”“压舱石”和“蓄水池”作用更加凸

显。 （本报综合）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申延平在夏邑县调研时指出

抢抓关键时机确保丰产丰收
创新工作思路助推乡村振兴

9万尾鱼苗放流黄河
促进母亲河生态改善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0》发布

农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