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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李
霞 牛联平）6月14日一早，孟州市赵和

镇西庄村村委大院内，满载着菜籽的一

辆辆农用三轮车在这里集结。菜籽经过

专业精选设备筛选去杂后被重新装袋、

称重，而后装上早已等候在门口的收购

车辆。机器的轰鸣声、村民与收购商的

笑声和交谈声如同一曲交响乐，演奏着

丰收的喜悦。

“今年是俺家菜籽繁育种植的第三

个年头了，种了28亩，按亩产260斤算，

预计毛收入超过10万元，另外还有政府

给的每亩200元扶贫产业奖补。俺对发

展菜籽种植很有信心！”在收购现场，该

村脱贫户段三保手捧着菜籽喜不自禁地

说。

西庄村是孟州市2018年脱贫摘帽

村，其扶贫产业菜籽繁育项目在今年进

入了实施期、成熟期，但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给菜籽繁育产业带来了一定的

影响。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研究后，

决定实行分块划区间隔种植，在种植基

地严格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确保了菜籽

种植和管理有序推进、不误农时。对于

技术难题，驻村工作队让技术人员与种

植户视频沟通解决，保障菜籽种植项目

达到预期效益。

据孟州市民政局驻西庄村第一书记

薛永庆介绍，目前该村菜籽种植面积达

400亩，共有17户群众参与，其中7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脱贫享受政策户）种植面

积113亩，预计可增收30万元以上。此

外，按每亩扶贫产业奖补200元，总计直

接为上述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奖补

资金2.26万元，有力地鼓舞了种植户发

展菜籽繁育产业的决心和信心。

“我村的菜籽种植属于订单农业，

种、管、收等各个环节都全程为种植户提

供技术支持和购销服务，现在正值收获

期，我们及时联系绿茵菜籽繁育有限公

司进村收购、现场结算，让大伙放心。”薛

永庆说，下一步将通过鼓励、指导更多的

群众发展菜籽种植增收致富，扩大产业

规模，巩固好脱贫成效。

本报讯（通讯员侯博吴涛 记者李
燕）“俺村大棚蔬菜种植已经有十几年的

历史，全村现有蔬菜大棚1400多亩。”商

丘市睢阳区楚庙村党支部书记闫国强自

豪地说，“单说辣椒种植，经过了多番摸

索，多次产品调整后，现在大家都认可这

种线椒。椒农给这种线椒取了个好听的

名字叫‘椒美丽’，2019年获得了河南省

名优特农产品认证。”

“睢阳辣椒在闫集，闫集辣椒在楚

庙。”闫集镇党委书记刘伟接过话茬，顺

手摘下一根小指粗的线椒，轻轻一掰，

“你听这声音，非常清脆。这种辣椒适合

鲜食，皮薄肉厚，入口无渣，光用酱油拌

拌就很好吃。”

现在正是辣椒上市的时节，楚庙村

辣椒种植户乔保运的5座大棚里隔三岔

五就要集中采摘一批，直接在地头装车

发往陕西、福建等地。“去年行情最好的

时候，俺的‘椒美丽’批发价都好几块钱

一斤。”乔保运憨厚的面庞掩饰不住喜

悦。

趁凉爽，几位妇女正在大棚里忙着

采摘辣椒。记者一打听，她们都是附近

乡镇赶来打工的村民。“一天给百十块钱

工资，还管两顿饭。”领头的一位胖乎乎

的大姐乐呵呵地说。

闫国强扳着手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大棚鲜辣椒从4月中旬一直出产到9

月，一个大棚占地不到两亩，每棚蔬菜保

底年收入四五万元。能干的椒农最多建

有20个大棚，年收入百八十万元。

今年受疫情影响，很多农产品滞销，

楚庙村如此大规模的线椒种植，为啥不

愁销路？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来到了村

道边的一座交易大棚。

交易大棚下，成包的鲜辣椒正被

装上两辆挂着外地牌照的货卡，交易

点经纪人张明正坐在一旁过磅、记

账。他通过“一亩田”网站联系全国各

地的买家，一部手机在手，看行情有专

业 App，转账用微信，足不出户就把

“椒美丽”售往全国各地。“外地客商不

用来人，直接付订金，我这边给他安排

好车发走货再结尾款。”张明介绍道，

“我们的线椒不愁销路，有时候还供不

应求呢！”

“今年这路一修好，来拉货的都说

好。”“你们要扩大种植面积啊，再上就上

高规格的大棚。”交易大棚外，刘伟和椒

农聊起了“辣椒经”。为了支持辣椒种

植，今年开春，在镇政府的支持下，该村

投资329万元把路都修通了，还新打了

机井。

“在镇党委、镇政府的支持下，我们

规划把105国道以西的几百亩地全部建

成大棚。目前正在申请‘绿色蔬菜’认

证，有了这个认证，不但价格能上去，将

来走向全国各地超市、市场就更顺利

了。”闫国强踌躇满志地说。

6月22日，濮阳县王称堌镇付庄村一扶贫就业点内，贫困留守妇女和老人从事手工

编制增加收入。该村通过创办扶贫就业点，发展藤椅、藤桌、藤沙发、藤茶几等技术门槛

低、易上手、销售市场广阔的手工编制项目，让村里众多贫困留守妇女和老人实现了家门

口增收的愿望，靠巧手编制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赵少辉摄

6月22日，清丰县六塔乡胡家

寨村红薯种植基地，农民正在栽种

红薯秧苗。据了解，该村与山东广

越经贸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种植红

薯品种“烟薯25”，由公司提供技术

指导，全部采用滴灌、封垄种植技

术，以每斤0.6元的协议价格回收，

解除了销售的后顾之忧。该品种

红薯甜度高，市场需求量大，亩产

5000斤以上，每亩效益3000余

元。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唐
涛摄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张百
瑞）6月22日，汤阴县韩庄镇韩庄村党

支部书记李新会在日光温棚里给村民

上了一堂冬枣嫁接技术课。“以前没有

种过冬枣，不知道该怎么管理，这次听

了李书记的讲解，豁然开朗了。”村民潘

保生说。

村党支部书记怎么当起了农业技

术员？原来，李新会不仅是韩庄镇韩庄

村的党支部书记，更是农业致富带头

人。他流转土地10公顷，建设日光温室

大棚27栋，种植冬枣、油桃、蜜桃等特色

经济作物，带动村民走上了致富路。

在韩庄镇，像李新会这样的致富带

头人有很多。汤阴县滨河农庄总经理

程继伟在南张贾村流转土地100公顷，

种植葡萄、樱桃、梨、核桃、冬枣等特色

经济作物，果树下又种菜、种花生、种红

薯，不能种树的地方就挖塘种藕，岗坡

地被最大化利用，土地规模效益倍增，

昔日杂草丛生的岗坡地变成了如今的

“花果山”。汤阴县三禾农庄总经理苗

学民流转土地80多公顷，建设大棚47

栋，种植蓝莓、草莓、葡萄、冬枣、梨、吊蔓

西瓜、丝瓜等果蔬，成为安阳市周边知

名度较高的果蔬种植及采摘基地，带领

周边村民走上了富裕路。

近年来，韩庄镇采取“夜校是课堂、

田间是教室、土专家是教师、现场是教

材”的培训模式，每周四由各行政村利

用农民夜校自行举办，围绕“领导干部

讲政治、专家学者讲理论、党务骨干讲

党建、部门能手讲政策、司法行家讲法

律、科普先锋讲科技、乡贤名家讲文化、

先进典型讲事迹、创业能手讲技能、名

医高手讲健康”主题，通过培训提升素

质、培育乡土人才。目前，韩庄镇已累

计培养各类乡土人才带头人220名。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乡村振兴的

中坚力量，农村实用人才已成为韩庄镇

乡村振兴的领头雁，成为留得住、干得

好的优秀带头人，”汤阴县韩庄镇党委

书记臧华伟说，“下一步，韩庄镇将着重

在设施环境、师资力量、教学场地和设

备、实训场所上给予经济和政策上的支

持，确保乡村人才振兴战略落到实处。”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 通讯员何铸）晴日暖风生麦气，绿

阴幽草胜花时。走进罗山县庙仙乡官

庄生态农业示范园，繁花似锦，一派生

机盎然，徘徊在林中小道，满眼翠绿，虽

是盛夏时节，但让人感到陈阵清凉，暑

意全消。

近年来，该乡把生态绿色理念融入

人居环境改善、美丽乡村建设中，一手

抓环境整治，保持村庄保洁常态化，一

手抓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打造田园综

合体，减少土壤污染，提升土地效益。

该乡官庄生态农业示范园占地

3200亩，是一个集香菇种植、花木培育，

水产养殖于一体的企业。近年来，该示

范园积极打造生态休闲农业，建成香菇

产业园230亩，花木培育基地1200亩，

一年四季花常开。园区内曲径通幽，花

木飘香，垂钓塘星罗棋布，更有官庄水

库波光粼粼，有树、有水、有景，是周围

群众垂钓、休闲的好去处。

林道静种植农民合作社建成3000

余亩的稻虾共作示范基地，生产过程中

实行绿色防控，生态良好，引来白鹭栖

息，生产的“林稻静”牌稻虾香米通过绿

色认证，荣获全国稻渔综合种养模式创

新大赛和优质渔米评介绿色生态奖两项

国字号金奖。基地内小道环绕，阡陌纵

横，登上观景长廊极目远眺，水天相连，

碧水蓝天相应，让人心旷神怡。今年，该

合作社大力发展农旅融合项目，主打“周

末体验游”，吃、住、玩一条龙，目前民宿小

院已具雏形，农产品展示馆正在建设中。

同时，该乡加大荒山荒坡荒滩的综合

开发，引导群众利用“三坡地”种植树木、

花生、西瓜、板栗、红薯等，该乡项寨村在

沙滩地建成500余亩的红薯种植示范区，

栽种红薯、紫薯，加工薯干、薯汁、薯糖、粉

条等产品，深受消费者欢迎。目前，已建

成沿竹竿河岸5000余亩的“绿色长廊”，

改变了沿河模样，优化了河岸生态。

据统计，该乡借力生态经济的发展，

通过“合作社+企业+农户”的模式，受惠

群众达2000余户，带动贫困户560余

户，人均年增收200元以上，真正把“绿

水青山”变成了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范长
坡艾向华）6月23日，叶县第三届燕山

湖仙桃采摘节在该县辛店镇常派庄村

开幕，众多游客走进桃园，享受采摘乐

趣，品尝香溢汁甜的桃子。

“这种桃子品种叫‘66-1’，色泽红

润，外表光滑，酸甜适口，桃香浓郁，非

常受欢迎。”该村党支部书记杨小伍一

边忙着为游客打包，一边介绍说。

常派庄村属浅山丘陵区，与燕山水

库仅一墙之隔。得益于有利的区位优

势，2015年，该村“两委”多次组织村民

代表外出考察学习，最终决定种植新品

种桃树，首批种植1700亩，采取“集体

经济合作社+公司+农户”的模式，群众

以资金、土地、技术入股，收益由村集体

和群众按比例分红。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村集体统一规划、统一技术、统一销

售、分户管理。

如今，该村已迎来桃树挂果期的第

三年，种植面积增加至2000多亩。看

着挂满枝头沉甸甸的桃子，种桃大户徐

庆伟脸上笑开了花：“今年又是一个丰

收年，按现在的价格，亩均收益将超过

6000元。我们家人均纯收入从原来不

足 2000 元，靠种桃树增长到现在的

5000多元了。”

该村还成立合作社，并与北京、

广州、河北邯郸等多家果商签订采购

合同，以及与“果小二”电商、叶县特

色馆都达成长期合作意向。“我来一

看这儿的桃个大脆甜，果品好，就有

了采购的兴趣。”广州果商刘红笑着

说。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该村还按照

“文化搭台，旅游唱戏”的思路，连续举

办了三届燕山湖桃花节，依托燕山水库

自然风光和该村2000多亩桃花发展特

色休闲旅游产业，“十里桃林”已经成为

叶县旅游的一张名片。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周武申）

6月22日，在武陟县大虹桥乡南张村缤纷

果园扶贫产业园，大棚里的草莓鲜红欲滴，

工人们正在忙着采摘。

“这二期果园的22个草莓大棚将陆续

采摘上市，预计今年销售收入可达40多万

元。”国网焦作供电公司驻南张村第一书记

薛永红说，一期果园有18个草莓大棚，销

售收入预计可达36万元；新开发的两个火

龙果大棚，今年预计收益有近10万元。

“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按照10%的收益

分红，加上公益岗位带贫，村里贫困户的收

入稳定增加。”薛永红说，该村通过多种发展

模式，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从2017

年之前的6.2万元增加到2019年20.7万元。

南张村多为沙土地，种粮食产量较低。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该村逐步开展林果

种植，目前全村80%的土地种植桃树。为加

快脱贫攻坚步伐，该村脱贫责任组和村“两

委”发挥这一基础优势，通过专业合作社及致

富带头人研究规划了林果特色产业园。

2017年，该村流转土地30亩，依托精

扶康定种植专业合作社，建成18个草莓大

棚，19户贫困户主动注资变为“业主”，构筑

利益共同体，按照每年不低于入股资金的

10%定期分红。2018年8月，二期工程流

转土地50亩，依托建华种植专业合作社，建

设了22个草莓大棚，并丰富林果产业结构，

新开发火龙果、车厘子、桑葚等林果项目。

据大虹桥乡党委委员岳威介绍，南张

村二期果园工程总投资300余万元，其中项

目资金145万元，分别是市派第一书记专项

扶贫资金25万元，上级扶持村级集体经济

资金120万元，村集体每年享受项目资金

10%的收益，累计14.5万元。“这笔资金主

要用于发展村内基础设施建设、慈善幸福院

日常管理和贫困户的救助帮扶等公益事业，

实现了生态发展良性循环，也为实现乡村振

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南张村党支部书记张

国柱说。

本报讯 （记者黄华通讯员盛德
劭）连日来，平舆县十字路乡抓住普降

喜雨的有利时机，组织乡干部和农技人

员深入村组地块，帮助和指导农户迅速

开展农作物田间管理，具体抓好了“五

个早”。

该乡采取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

包地块的办法，利用广播、明白纸、专栏

等形式，动员、组织和指导广大农户，迅

速开展夏播作物早查苗补缺、早间苗定

苗、早中耕灭茬保墒、早追施苗肥、早施

药除草灭虫。同时，组织农业农村服务

中心14名技术人员分包各村，利用村广

播、电教室等阵地，普遍开展夏播作物

田间管理技术培训，发放技术明白纸

7000份。农技人员还深入田间地头，向

农民传授特色种植田间管理、病虫害监

测、化学除草灭虫等技术方法。

针对一些地块抢种仓促、前期墒情

不足出现的缺苗现象，指导农户及时趁

雨移摘、催芽补种，力争苗齐苗壮。对

播种早、出苗好、苗齐苗壮的玉米、花生、

白芝麻等作物，指导农户早间苗定苗去

弱留壮，培植大苗壮苗。抓住玉米、白

芝麻、花生在幼苗期施药除草能达到最

佳效果的有利时机，早科学合理喷施除

草剂，早消除草害草荒。并结合雨后中

耕灭茬，指导农户开展中耕除草与化学

除草相结合，苗前化学除草与苗后化学

除草相结合，全乡已施药除草灭虫防病

害2.7万亩。

目前，该乡日出动劳力6000人次，

已有4.2万亩夏播作物分类开展了不同

的田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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