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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韩娉婷张冬冬

9月11日，走进清丰县瓦屋头镇段村

红薯示范基地，田野里弥漫着泥土的清

香，一垄垄红薯秧绿意葱茏、长势喜人，呈

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今年28岁陈刘平脸晒得黝黑，在红

薯田里忙前忙后，向村民传授红薯病虫害

防治与高效栽培等技术。陈刘平不仅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作为

“薯来富”新阳农业助力精准扶贫项目负

责人，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红薯

哥”。他的红薯基地在当地远近闻名，种

得好、卖得多、能挣钱、助扶贫，不少人慕

名前来取经。据了解，该种植基地达500

余亩，年产红薯可达1200余吨，带动周边

200余户农民就业。

“我们种的‘心香’特色香薯，是优质、

高产、抗病性好的食用型新品种，在市场

上非常受欢迎。”陈刘平介绍道。这片长

满“金疙瘩”的红薯田倾注了“红薯哥”陈

刘平的不少心血。2015年，陈刘平的创

业团队扎根清丰县推广发展红薯种植。

围绕清丰县大力发展红薯产业带动群众

脱贫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思路，他

们充分发挥当地沙土地栽植红薯品质好、

产量高的优势，引进了红薯新品种，在段

村建起了红薯示范基地。

然而，项目的起步并不顺利。“种红薯

能挣钱吗？”陈刘平常听到村民发出这样

的疑虑。为了动员更多村民加入红薯种

植，在清丰县现代农业产业服务中心的帮

助下，陈刘平带领团队先行先试，让村民

看到实实在在的效益。通过采取“公司+

基地+农户”模式将订单式种植落实到

户，还提供统一育苗、免费机耕、全程技术

指导和全量保价收购的服务，充分调动群

众发展红薯产业的积极性。此外，他们还

通过“季节用工”的方式，为50余名贫困

群众提供了就业岗位，月均收入1200元

左右，年均增收万元以上。

如今，清丰县发展红薯种植达10万

余亩，1000多户贫困户参与到红薯产业

中，一个种植周期（三个月到五个月）每亩

可实现纯收入超2000元。阳邵镇乜庄村

的张纪林在陈刘平的带动下，从2018年

开始，承包了15亩耕地种植红薯。他告

诉记者，以前在自家地里种玉米、小麦，辛

苦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通过参加该县现

代农业产业服务中心组织的培训学习，掌

握了最新的种植管理技术，现在成了当地

的红薯种植能手，一年下来收益有5万多

元。张纪林逢人就说：“没想到一年能赚

这么多钱，明年打算再多种点儿红薯。”

通过不断开拓销售渠道和丰富销售

方式，目前，陈刘平的红薯已经销往陕西、

湖北、江苏等地，并且成功进入北京、上海、

广州等城市的大型商超。“下一步，打算借

助电商、直播带货的热潮，把我们的红薯卖

到全国各地！”陈刘平信心满满地说。

本报讯 （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王静
会）秋日的邓州城乡，到处是一派热火朝

天的干事氛围。这是该市被省委省政府

命名为第一批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示

范县（市）带来的巨大发展动力。

作为南阳市唯一入选第一批践行县

域治理“三起来”示范县（市），邓州市紧紧

抓住机遇，找准方向，着力实施“一抓三

突破”，强力推进县域治理“三起来”。

“一抓三突破”就是坚持以项目建设

为抓手，谋划项目，引进项目，做实项目，

把一切工作体现在项目建设上；在此基

础上突破工业瓶颈制约、突破中心城市

空间制约和功能制约、突破教育短板。

邓州市把县域治理体现在一个个具

体的项目上，培育出更多增长点、拉动

点，实现多点突破、多极支撑。持续推进

工业、教育、城市空间和功能三大突破，

一方面坚持“广撒网、多捞鱼”，另一方面

“抓关键、抓重点、抓突破口”，实现强市

富民。立足国家粮食核心区、国家超级

产粮大县的定位，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坚

决守好粮食安全生命线，稳定粮食产量

在28亿斤左右，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

础。

“邓州坚持以县域治理‘三起来’重

大要求为遵循，以‘一抓三突破’为统领，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让示范县

更加名副其实。”南阳市委常委、邓州市

委书记金浩说。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贾云涛
张辉）“来看看吧，这是我们在山上自己养

的鸡下的蛋，纯正土鸡蛋，绿色环保，营

养丰富，只卖1元1个。”9月13日上午，

在禹州市2020年“消费扶贫月”活动启

动仪式上，该市无梁镇高垌村刘家寨农

副产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红章正大声招

揽着顾客。

当日，在禹州市无梁镇大木厂村游客

服务中心的广场上，一个个支着红色遮阳

棚的摊位整齐排列；摊位上，花茶、柿醋、

鸡蛋等各色农产品惹人注目；棚子下，阳

光映红了一张张笑脸，人声鼎沸。其中不

乏来自无梁镇各村的贫困户、脱贫户，任

铈兴便是其中一位。

“纯天然蒲公英茶70元一提，欢迎选

购。”在大木厂村原贫困户任铈兴的摊位

上，蒲公英、车前草、金银花等花茶散发着

阵阵清香。2017年4月，在镇、村干部的

帮助下，任铈兴创办了禹州市铈兴具茨山

蒲公英茶加工厂。目前，该加工厂已开发

出车前草茶、金银花茶、野菊花茶等近10

个品种，实现年收入10余万元。2018

年，任铈兴脱贫摘帽，积极吸纳本村8户

贫困户就业，带动邻村群众20余户农户

参与到蒲公英的采摘、种植中，从而获利

增收。

“无梁土特产，产品不一般，出自具茨

山，源自大自然。”无梁镇镇长王虎在致辞

中也没忘记推销当地的扶贫产品。无梁

镇位于禹州市北部具茨山南麓，属山区乡

镇，这里远离了城市的喧嚣，避开了工厂

的污染。为打造地域特色品牌，无梁镇大

力实施产业扶贫战略，坚持因地制宜、因

村施策，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

来，带领贫困群众发展种植、养殖和加工

等扶贫产业。目前，全镇正在大力实施

“春赏菜花、夏榨菜油、秋收谷子、冬碾小

米”的“花米油”高效农业种植，如曹楼村

的泥鳅特种水产养殖，观上村的石碾小

米、芝麻香油传统工艺加工，黄山、祁王等

村的“万亩岐黄本草中药产业园”经济林

区等集体经济和特色产业；衍生出了禹田

米语、观上谷记、鑫康柿醋、铈兴花茶等一

大批扶贫土特产品，带动727个贫困家庭

增收和976人就业。

活动当天，禹州市城管局等帮扶单位

分别与大木厂村、高垌村、观上村、王家村

签订了消费扶贫协议，销售收入10多万

元。“有了这些订单，我们村的贫困户就又

多了一份收入。”大木厂村党支部书记王

金峰高兴地说。

“消费扶贫是产业扶贫的‘最后一公

里’，是产业扶贫的神经末梢，只有打通这

‘最后一公里’，疏通这个神经末梢，扶贫

才能变成脱贫，扶贫的效果才能变成效

益，农民的产品才能变成货币。”无梁镇党

委书记朱军辉说，在无梁镇举办全市

2020年“消费扶贫月”活动，目的就是为

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投入到消费扶贫的

大战场上来，不断巩固我们的脱贫成果，

让更多的贫困户通过这个活动获得实实

在在的效益，培育贫困群众“自主造血”功

能，实现脱贫增收。

本报讯（记者田明）9月15日，记

者从省教育厅获悉，2020年我省普通

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和学

籍电子注册工作启动，坚决将通过弄虚

作假、徇私舞弊等方式骗取高考加分资

格、录取资格或冒名顶替入学和未经省

级招生部门办理录取手续的新生以及

违规录取的学生阻拦在校门之外。

据悉，各高校将对新生报到所需录

取通知书、身份证、户口迁移证、高考加

分资格证明等材料与考生纸质档案、录

取考生名册、电子档案逐一比对核查，

并逐人通过“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做

好录取电子档案照片、身份证照片和新

生本人等信息的比对工作；组织文化课

和艺术、体育等相关专业课测试，对艺

术体育专业、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

动队等特殊类型录取新生开展入学专

业复测。对通过享受高考加分政策录

取新生的有关资格证明材料、通过享受

农村和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政策录取新

生的报考资格进行复核。对通过弄虚

作假、徇私舞弊方式骗取高考加分资

格、录取资格或冒名顶替入学的新生、

未经省级招生部门办理录取手续的新

生以及违规录取的新生，一律取消入学

资格，并通报考生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

机构倒查追责。

本报讯（记者李政）9月15日，中

原科技城政策发布会在郑州郑东新区

举办，会上，“郑州中原科技城管理委员

会”与“河南省(中原科技城)人才创新

创业试验区”同时揭牌，也标志着郑州

市乃至河南省又一重大战略的正式启

动。

为了进一步提升郑州高科技人才

吸引力、高端技术研发能力、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能力，郑州市委、市政府把创

新驱动作为基本策略，在郑东新区龙湖

区域按照“人才+资本+项目”工作思

路，探索“研发基地+科创企业+创新金

融”建设模式，谋划打造中原科技城，

引领带动郑州“东部强起来”。据了

解，中原科技城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

属于龙湖组团。项目北至连霍高速，南

临龙湖，东接龙子湖，西达中州大道。

包括龙湖北部区域和云湖大数据产业园

两大区域，总用地面积约 16.4 平方公

里。

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

力，人才是第一资源。会上还公布了郑

州市委、市政府共同印发的《关于在中

原科技城建设河南省人才创新创业试

验区的实施意见》，为中原科技城量身

定制特殊政策、特殊机制，旨在把中原

科技城建设成为全市新旧动能转换的

发动机、中原地区科技创新的策源地、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区。

本报讯（通讯员贾文亮王支援记者

李燕）9月15日，虞城县脱贫攻坚暨“看

见，不一样的故宫”摄影展系列活动在虞

城县城郊乡郭土楼村的文化广场上举

行。活动旨在宣传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

成就，提振士气，树立形象，让刚脱贫的虞

城县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故宫博物

院的温度。

此次影展共展出虞城县脱贫攻坚和

古建筑摄影师苏唐诗的精彩故宫摄影作

品近百幅。脱贫攻坚作品从大处着眼，从

细微处入手，聚焦脱贫攻坚主战场，用视

觉语言述说一幕幕脱贫攻坚感人故事，用

长短镜头定格一幅幅脱贫攻坚永恒瞬间，

用光和影的艺术多角度、多侧面展现脱贫

攻坚光辉历程，呈献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视

觉盛宴。展出的精彩故宫摄影作品大到

恢弘的建筑，小到墙上光影，足以让人们

感受到这座伟大建筑所蕴含的匠心与温

度，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故宫

博物院的温度，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

9月13日，正阳县大林镇叶庙村村民在农业合作社为晚秋豆角搭架。近年来，叶庙村探索“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调整传统农业种

植结构，发展高效农业，有效带动了当地留守村民和贫困户就业。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贺永明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晓
磊刘海军）9月15日，在舞钢市尹集镇

誉森葡萄园里，一颗颗色泽鲜艳、令人

垂涎欲滴的葡萄，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

摘。

“开园纳客，让大家现场采摘品尝

鲜果，这种销售模式不仅比上市销售省

事，还能提高经济效益。”庄园主人罗富

辉说，“现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一天有

5000多元的收入，周末每天有7000元

到10000元的收入。”

据了解，该市尚店镇王庄村的葡

萄、庙街乡人头山村的板栗、铁山街道

找子营村的酥梨等果园，迎来不少采摘

的游客。进农家、品尝鲜果，赏秋拍照

享受快乐，已成为一种旅游时尚。

近年来，随着特色旅游的不断升

温，舞钢市坚持把生态农业与旅游发展

结合起来，加大项目投入，通过引进企

业或能人带动的方式，建设美丽宜居乡

村，并建立草莓、葡萄、水蜜桃等特色水

果种植基地以及农业观光园、休闲农家

乐等乡村旅游点30多家，发展“农业采摘

游、休闲观光游、特色美食享乐游”等旅

游项目，提升旅游服务品位，推动生态乡

村旅游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侯晨
光）“真没想到，就这一点小事，俺随便说

了说，县委巡察组就给解决了，巡察组真

是俺的贴心人啊！”9月14日，安阳县永

和镇史庄村68岁老人史居林脸上乐开了

花。

史居林的高兴事还得从安阳县委巡

察村（社区）第三组到永和镇史庄村走访

说起。

“老史在家吗？”今年8月20日，第三

巡察组组长付进军和组员李志强走进了

贫困户史居林的家，“老史，我们是县委

巡察组的，这次来村里巡察，想听听您的

看法，了解一下咱村的情况。”付进军开

门见山地说。

“村干部都挺好，这几年把村里路都

修了，还给俺盖了房子，找了活儿干，买了

家具。”史居林对村里的工作表示满意。

“老史啊，你还有啥想说的没有?”

史居林有些扭捏地搓着手说：“党和

政府对俺这么好，照理说俺也不好意思

再提啥了，就是今年雨水多，房子有点

漏，想收拾收拾，俺年纪大了干不动，又

实在张不开嘴再麻烦村干部。”

“老史，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问题，您

说的事我们知道了。”巡察组工作人员李志

强在笔记本上认真记下了老史家的情况。

群众的合理诉求就是巡察组的工作

重点，从老史家出来后，巡察组马上召集

村干部研究解决，

经过巡察组和村“两委”干部的共同

努力，2000元维修资金很快落实到位。8

月25日，施工队用两天时间对史居林家

的房顶进行了维修。

“群众利益无小事，只要是涉及群众

切身利益的事情，再小也不能含糊，巡察

组要做群众的贴心人，为群众解难事、办

实事、做好事。”安阳县委巡察村（社区）

第三组组长付进军说。

本报讯（通讯员胡少佳刘理政常
庆富 记者曹怡然）今年以来，镇平县深

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红色文化内

涵，大力弘扬革命传统，建设更加具有

吸引力的红色文化阵地，让更多的党员

干部和群众接受红色教育。把主题党

日活动基地打造成为组织融合的“大平

台”、素质提升的“加油站”、党员交流的

“连心桥”，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

力。

为进一步加强革命传统教育，镇平

县将彭雪枫纪念馆、时庄惨案纪念馆、

豫西南地委机关旧址、高丘镇黑虎庙小

学打造为第一批“镇平县主题党日活动

基地”。 这些活动基地以党的政治建设

为统领，以党性教育为目标，以打造党

员温馨家园为抓手，丰富展示内容，做

到有相当规模、有活动场所、有实物展

现、有专人讲解，形成一批可学习可参

观可借鉴的优质活动平台，逐步实现政

治、服务、融合三大功能。

主题活动基地为党员搭建了活动

平台，解决了活动阵地不多、功能不强、

交流少的问题，推动党员和党员、党员

和党组织、党组织和党组织之间更好地

交流互动。目前，该县4个基地累计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110多场，参观学习

3000余人次。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宋彦
霏）9月15日，鲁山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召

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了该县2020年

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的筹备情况。

据了解，鲁山县2020年农民丰收节

系列活动将于9月 22日在该县尧山广

场举行，此次活动将是一场展示脱贫成

果、弘扬民俗文化的盛会。活动当天，

会场设置25个扶贫成果展区，精选50

种鲁山本土特色农产品进行展示。同

时，充分利用农民丰收节的节庆效应，

链接国庆节、中秋节等假日市场，聘请

国内知名网络主播，结合农民丰收节活

动主题，对农产品进行线上直播带货活

动。为让活动更具吸引力，当天还有武

林风云争霸赛、星光大道演唱会等精彩

节目。

据介绍，近年来，鲁山县在全县打造

了10大特色产业园区、156个特色带贫

基地、1290个产业合作社（带贫经营主

体），发展种植食用菌3.8亿袋（其中香

菇种植2.63亿袋），酥梨10万余亩，蓝

莓1万余亩，葡萄3万余亩，血桃、冬桃、

中华寿桃3万余亩，软籽石榴、迷迭香

8000余亩，带动2.11万户6.5万多贫困

人口脱贫。

本报讯（通讯员赵敬雷宋涛 记者

李燕）9月13日，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科学家、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张绍

铃，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

究员杨健，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徐阳春，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王国平，中国农业大

学植保机械与施药技术中心主任何雄

奎等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齐

聚宁陵，为宁陵梨产业发展把脉问诊、

建言献策，提供技术服务。

张绍铃一行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

先后到石桥镇万亩生态梨园景区、万吨

冷链物流中心、果源贡梨果深加工公

司，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宁陵酥

梨试验站，宁陵县科创电商产业园等地

进行实地调研，对宁陵梨产业栽培、管

理、贮存、加工、营销、农旅等情况进行

全面细致了解。

调研结束后，宁陵县举办了国家梨

产业技术体系“一县一业”推进会。商

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宁陵县委书记

李振兴致辞。张绍铃围绕国家梨产业

技术体系“一县一业”示范县建设的背

景和意义以及主要工作内容进行了介

绍。省科技厅副厅长郭遂臣，省农业农

村厅副厅长王俊忠分别讲话，并一致表

示将全力支持宁陵县“一县一业”示范

县建设。

会上，张绍铃与宁陵县县长马同和

就推进“一县一业”示范县建设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并共同为“国家梨产业

体系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揭牌。

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将宁陵确定

为全国两个“一县一业”示范县之一，集

聚体系内梨产业链各关键环节的专家

共同开展技术创新和成果转移转化，必

将推动宁陵梨“大产业”转型跨越发展，

将宁陵打造成为产业势头强劲、链条结

构合理、技术国际领先、市场效益明显

的全国“一县一业”示范样板。

博士生成了“红薯哥”

禹州市打通产业扶贫“最后一公里”

培育贫困群众“自主造血”功能

鲁山县将举办
特色扶贫农产品展

虞城县举办
脱贫攻坚摄影展

邓州市 以“一抓三突破”推进县域治理“三起来”

安阳县 巡察组为群众解难事

河南省人才创新创业试验区揭牌

我省高校录取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启动

专家齐聚宁陵助推梨产业发展

舞钢市

旅游促消费 农民稳增收

镇平县

筑牢红色阵地 建好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