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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寄料镇

依托产业发展 助力脱贫攻坚

巩义竹林长寿山

满山红叶醉金秋

汝南农民胡海峰 种大豆每亩收入上千元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刘珊杨明

华周志恒）“俺今年种植大豆12亩，由于

科学管理，亩产大豆500多斤，亩产值

1000多元。”10月9日，汝南县常兴镇西

王庄村农民胡海峰高兴地说。

往年秋季，胡海峰以种植普通花生为

主，由于花生重茬，导致死苗断垄，效益低

下。今年麦收后，胡海峰按照“懒汉种植”模

式，每亩播种10斤左右的豆种，铁茬种植大

豆12亩。铁茬种植大豆，不用耕地，不施化

肥，只打一次除草剂，省钱、省力。大豆不怕

涝，虽然前期雨水多，由于是铁茬种植，耕地

便于排水，对作物生长影响不大。后期阳光

充足，便于大豆生长，3个月左右就可收获，

其他时间胡海峰都用于外出打工挣钱了。

大豆全身都是宝。豆叶、豆秆营养

丰富，牛羊吃了上膘快，大豆的用途更

广。大豆收获后，不出地头，经纪人就将

大豆收购走了，而且是现金支付。

有了成功经验，胡海峰决定明年全

部将耕地种上大豆，再发一笔大豆财。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李霞
程国华）“有电才能致富，我们这儿的电

力服务就是周到、贴心。”近日，孟州市

槐树乡汤王庙村村民赵志昌道出了全

村果农的心声。赵志昌因常年患病开

支大造成家庭生活困难，于2015年成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村干部的鼓励和

帮助下，他承包土地6亩进行苹果和蒲

公英苗套种。

该村果园大部分位于北地岭区，浇

水主要靠农用拉罐车运输和人工浇灌，

劳动力成本高。电网扶贫开展以来，槐

树乡供电所积极服务该村岭区提灌工

程建设，但受丘陵沟壑的地理环境影

响,勘察设计、工艺技术、安全施工等各

环节施工困难重重。此外，还因部分地

段车辆无法通行,电力设备物资需身背

肩扛,才能到位。电力员工不畏艰难、高

质高效完成了提灌工程供电任务，确保

了该村岭区500多亩的田地灌溉无忧。

槐树供电所还注重与农业种植户做

好对接服务，组织了供电服务队深入田

间地头宣传安全用电知识，帮助种植户

在果园区和销售点开展了义务的接电

服务和日常安全用电检查检修等,为发

展扶贫产业项目提供了可靠用电保障。

“有了坚强的电力保障，不仅浇地

方便、轻松，经济收入也有了提高。这

不，我现在每亩地收入达4000多元，已

顺利实现脱贫。”赵志昌高兴地说。

孟州市

电力扶贫 情系果农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黄晨）

10月2日，首届中国三苏文化诗词大会暨

郏县农民丰收节在该县三苏园景区举行。

三苏文化诗词大会在国家级非遗大

铜器《回郏庆丰年》表演中拉开帷幕，台

上既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定风波》

《但愿人长久》，又有深情的诵读《水调

歌头 过河南郏县三苏墓》《丰收郏县畅

想曲》，更有知青回郏（家）的故事《我们

回郏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纪录片、

郏县特色产品诗词推介等多个环节。

本次诗词大会历时约3个小时，以

人文情感为纽带，中华诗词为载体，主

题紧扣“回郏（家）”和“三苏”两个主题，

分为“赏月——明月几时有”“回郏

（家）——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丰年

——千畦细浪舞晴空”三个篇章，全国

文化学者、文艺工作者、书画家等名家

同台演绎三苏诗词，展示中华文化魅

力，推介郏县特色，让观众在赏明月品

诗词、话丰收观美景之时，感受郏县文

化旅游魅力。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宋跃伟
赵萌萌）正值秋收时节，10月9日，记者

在登封市大金店镇的农田里看到，除了

忙于秋收的群众外，还有不少人和车辆

在田地里装运玉米秸秆。

“从早上4点钟起床拉到现在，已经

拉了十几车，收入400多元，今天再拉几

车，争取一天挣500元。”大金店镇西湾村

村民王院德坐在自己的小拖拉机上说。

一捆捆玉米秸秆被送进粉碎机“肚

子”里，经过粉碎后统一堆放在旁边，经

由运输车送往三木饲料厂，加工处理后

转化成牛、羊等动物的过冬饲料。

“以前玉米秸秆没法整，就往地里一

堆，等着风化后撒在地里。最让人头疼的

是堆在地头容易引发火灾。”王院德说，现

在有人收购玉米秸秆做饲料，这样不仅使

秸秆有了去处，而且还能增加收入。

“往年每逢秋收时节，天天要到田间

地头巡逻有无焚烧秸秆现象，宣传车辆

更是不间断地逐村宣传秸秆禁烧常识。

如今，秸秆经过加工处理后‘变废为宝’，

禁烧的压力也减小了不少。”大金店镇农

办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大金店镇属于农业大镇，每

年农业生产产出大量的农作物秸秆，发

展秸秆加工产业不仅为农民带来了新的

经济收入，而且在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农

业循环经济和农村绿色低碳发展、乡村

振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桂焱
炜王国锋张俊峰）近日，记者从汝州市

寄料镇了解到，近年来，寄料镇以特色

产业为基础，通过强力推进扶贫产业项

目，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还带动贫

困户增收，真正做到由“输血式”扶贫向

“造血式”扶贫转变，全镇7个贫困村都

发展有特色产业。

据介绍，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

寄料镇高度重视扶贫产业发展，成立了

以镇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工作专班，制订

了扶贫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镇有主

导产业、村有特色产业、户有致富项目”

的发展思路，发展适合本村的产业项目。

5年来，通过寄料镇党委、镇政府的

引导和扶持，该镇逐步形成了一批发展

势头良好、带贫能力强的龙头企业，观

光旅游、花椒种植、柴胡种植等已成为

寄料镇的支柱产业，有力带动了贫困户

高质量脱贫。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落实产业扶

贫政策，加大对扶贫产业的支持力度，把

扶贫产业做强做大、做出品牌，让特色产

业为脱贫攻坚提供强大后盾，促进全镇

贫困户全部脱贫摘帽，圆满完成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寄料镇党委书记高项冰说。

本报讯（通讯员孙校辉记者冯刘
克）10月11日，巩义市竹林镇长寿山

第十二届红叶节启幕，漫山遍野的红

叶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欣赏金秋美

景。

作为全国十大红叶观赏地之一，

竹林长寿山红叶达6平方公里，堪称

中原地区面积最大、种类最多、观赏周

期最长的红叶观赏区。

进入10月份以来，随着气温逐渐

下降，山上的树叶开始慢慢变红，漫山

遍野的红叶点缀着黄橙绿的树叶，各

种色彩跃入眼帘，似霞似雾，美不胜

收。长寿山的红叶覆盖面积大，色彩

艳丽，拥有一种飘逸的美。

巩义市文广旅体局局长秦文坦说，

红色早已成为秋日巩义长寿山的最美

底色，一年一度的竹林长寿山红叶节也

已成为郑州秋游的一张亮丽名片。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杨娜
娜）10月12日，2020焦作（青天河）红叶

节开幕式在青天河景区靳家岭举行。

作为博爱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

闻名遐迩的青天河十万亩红叶恢弘壮

丽，绚烂多姿，已然成为太行红叶的最

佳观赏地和摄影、旅游度假目的地。

每年金秋时节，青天河的漫山红叶，一

丛丛、一簇簇，依偎在群山环抱之间，

像静谧深远的水墨山水画，成为太行

山上最靓丽的风景！

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

者、短视频达人、游客1万余人走进青

天河共赏十万亩红叶海的震撼美景。

今年红叶节期间，青天河景区开展大

型水上杂技、美食购物节、全国摄影大

赛等一系列特色活动，还对全国游客

推出“十项优惠政策”，让全国游客都

能领略到青天河金秋时节的美好。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赵敬雷
高会鹏 谭伟）近日，记者从宁陵县了解

到，近年来，宁陵县委统战部着力打造

“招商引资”“社会扶贫”“基层商会”三个

品牌，全面提升统战工作形象，扩大统

战工作社会影响力，收效显著。

打造“招商引资”品牌。一方面充分

发挥县工商联及上海、北京、郑州等异地

商会的招商优势，吸引宁陵在外创业成

功人士积极回乡考察投资，反哺家乡。

另一方面鼓励和引导全县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强化创业意识，发挥“业缘”优势，积

极通过“上下游”企业招商引资，集聚发

展，努力提高招商引资的层次和水平。

打造“社会扶贫”品牌。宁陵积极

实施社会扶贫“1236工程”，着力打造社

会扶贫“同心圆梦”超市。由县委统战

部牵头组织全县25家上规模企业分别

与全县20个“弱”村结成帮扶对子，对

“弱”村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经济发展、

民生改善等各个方面有针对性地进行

一对一帮扶。

打造“基层商会”品牌。强化乡镇、

街道商会工作力度，为全县工商联工作

落实提供强力保障。全县14个乡镇和

1个产业集聚区、1个特色商务区都建立

了商会组织，配备了专职统战委员具体

负责商会日常工作。

（上接第一版）
“在落实方案中，我们探索实践‘六个

一批’兜底保障的新模式，是根据特困人

员身体、住房、子女亲属等不同情况，坚持

充分动员、自主选择原则，因人因需落实

兜底保障的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漯河

市扶贫办主任朱俊峰说。

居家赡养一批。对有子女且子女有

赡养能力的建档立卡“老人户”，鼓励引导

其子女充分履行赡养义务，接父母回家同

吃同住或予以妥善照顾。由村委会负责

监督，村公益岗位就业人员定期入户查

访，敦促子女履行义务。

亲情代养一批。对分散居住、不愿接

受集中供养的特困供养人员，发动其近亲

属或社会爱心人士，落实“一有两同四保

障”（有专人照料；与代养人同住、同吃；保

障有病随时得到医治、有宽松方便的室内

外活动空间、有一年四季换洗衣服、有零

花钱），由所在村委会组织协调，分别签订

代养协议，实施居家亲情代养。

村内托养一批。针对建档立卡贫困

户中有一定自理能力、不愿离家、不接受

代养人员，坚持“联村”“就近”原则，采取

日托（重点解决一日三餐）或全托（吃住全

在幸福大院）的办法，实行就近托管。

乡镇供养一批。对乡镇敬老院进行

升级改造，完善供养设施，对弱自理能力

(一定比例的无自理能力)、无法实施代养

和村内托养人员进行集中供养。

收治医养一批。与市县精神病院、医

养康养中心及乡镇卫生院合作，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等方式，对重度精神病患者、重

度残疾和因病失能半失能贫困人口进行

收治，彻底解决了“养老院看不了病”“医

院养不了老”这一难题，使病残特困人员

能够有尊严、更体面生活。

集中托养一批。建立县级托养中心，

合理配置护理人员，对无人照料的失能、

半失能特困人员实施集中托养，有效保证

他们的基本生活和护理需要。

从“六个一批”中不难看出，在居家赡

养和亲情代养基础上，漯河通过市、县、

乡、村建立起多层面、立体式的托养体系，

让鳏寡孤独群体应养尽养。

部门联动集聚合力确保一
“兜”到底

今年7月29日，漯河市脱贫攻坚兜

底保障观摩现场会在舞阳县召开，来自全

市各县区主要负责人及奋战在脱贫攻坚

战线各层面的人员深入舞阳县参观学习。

乔彦强在观摩会上明确提出，各县区

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政策制定、资金筹措、

监督管理等方面的统筹指导作用，将兜底

保障所需资金列入县级财政预算，整合行

业部门政策资源，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

参与，建立“政府主导、部门整合、社会参

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根据漯河市的总体部署，全市除托养

托管人员自身享受的贫困救助和相关扶

贫政策待遇外，县财政对县级托养中心和

乡镇敬老院的托养人员，按照规定列入专

项预算，用于兜底对象的护理、生活、医

疗、康复等方面补助。

而漯河市选择在舞阳县召开兜底脱

贫观摩会也并非偶然。据舞阳县县长张

书民介绍，舞阳县已投入财政资金600多

万元，对县托养中心、14个乡镇敬老院进

行升级改造，新建改建村级幸福大院23

个，县乡村三级累计新增床位570个，最

大限度保障特困人员“应养尽养、应住尽

住”。

记者在舞阳县保和乡上澧村走访时

发现，村子南边新改建不久的“幸福大院”

由20间房子组成，托养16人，其中有10

人为五保户，6人为贫困户。临近中午，

院长吴花梅在大院东边的厨房内为大伙

儿做饭。

“除了一日三餐外，幸福院还会根据

不同的节日，为托养人员包粽子、包饺子，

买月饼、煮汤圆。”吴花梅说，加上日常用

品，幸福院一年下来的开支有7万多元。

“乡里出一部分钱，村集体经济拿出一部

分，村里企业和爱心人士捐助一些，让托

养人员不花一分钱就能吃好、喝好、住

好！”

在舞阳县扶贫康养中心，常规医疗设

施一应俱全，铺着地毯的走廊干净整洁，

房间内桌椅、小茶几、衣柜、液晶电视、独

立卫生间等设施与一般宾馆并无两样，托

养的37个贫困户中，有5人为半失能人

员，其余均为失能人员，即便如此，中心内

没有任何异味。

有吃有住，有人照顾，有病能医……

这在81岁贫困户孟凡恩眼中，就是期盼

已久的小康生活，“是党和政府让咱过上

了好日子！”

“扶贫是个良心事业，只有把最后这

一批兜底保障人员全部安置好了，脱贫攻

坚才算真正收官！”整日奔波在扶贫一线

的舞阳县扶贫办主任贾相锋颇为感慨。

如今，在舞阳县，未脱贫的1903户

4204名贫困人口中，需兜底脱贫1698

人，已落实到位1698人，完成率100%。

“面对剩余贫困人口自主发展能力

差、稳定脱贫难度大的客观实际，我们通

过实施‘六个一批’兜底保障模式，在攻克

贫困‘最后堡垒’上先行先试，有效解决特

殊贫困人口脱贫问题，为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筑牢了根基。”贾宏

宇说。

漯河“三社联保六个一批”开启兜底脱贫新模式

宁陵

着力打造统战工作“三大品牌”

登封市大金店镇 秸秆变废为宝 禁烧变堵为疏

10月8日，宜阳县赵保镇龙王庙村农民付百厘（右一）在向客商介绍刚挖的红薯。赵保镇地处丘陵山区，干旱少雨，镇党委镇政府

利用当地优质的红黏土、充沛的光照、昼夜温差大、生长期长等特点，因地制宜引导农民种植红薯。目前，该镇的红薯种植面积已达

13000亩，每亩红薯的纯收入达5000元，优质红薯种植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新途径。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10月12日，上午10点10分，延津县

胙城乡首届红薯文化节的舞台上，“薯王”

争霸赛正在火热进行。

“3.316公斤、3.880公斤……4.930公

斤、5.370公斤。”随着公证人对参赛的10

组单株红薯重量的宣布，最终“薯王”由延

津县宏昌农业种植合作社选送的“北京西

瓜红”品种的红薯以5.370公斤称王。

该合作社理事长齐可仁身戴大红花，

手捧着县领导颁发的“薯王”牌匾喜上眉

梢。对这次“薯王”争霸，齐可仁是志在必

得。他说：“我们的红薯单果重、果形好。”

其实，就在上台前，这些参展的合作

社对“薯王”争夺已经开始。

齐可仁是胙城乡后董固村人，他告诉

记者，胙城乡是黄河故道，全是沙土地，特

别适合种红薯，由于土质松软，红薯的果形

特别好，就能卖上了好价钱。今年合作社

的红薯平均亩产能达到5000斤，按现在的

市场行情，每亩地能收入6000元左右。

与齐可仁一块来开眼界的社员张法

江高兴地说：“俺今年种了2.4亩红薯，就

在前两天全部卖完，共卖了1.5万元，明年

还得种红薯。”

隔着两个展位，就是齐可仁最大的竞

争者延津县星艳农业种植合作社的展

台。“星艳”的当家人是东辛庄村人，叫蒋

艳，她的合作社共有土地1000多亩，其中

600多亩种了红薯。参赛前，她说：“俺们

参赛的红薯还正在地里挑选，马上就送

来，争取拿第一。”

社员李俊杰与蒋艳是同村人，他是

“星艳”种植红薯面积最大的社员。李俊

杰一人就种了120多亩红薯，总产量达60

万斤，总收入70多万元。

“今年河南周边的省份都普遍遭受了洪

涝，好多红薯都没有了产量，红薯价格今年高

了许多，一亩地比去年多卖近2000元，这让

我们种红薯的能多挣点。”李俊杰是个年轻

人，他不但种红薯，还对红薯市场颇有研究。

“薯王”争霸赛不但让胙城乡红薯种植

户兴奋，还吸引了外乡种植户的参与。来

自延津县榆林乡袁河村的潘家芹也领着合

作社的社员，带着红薯来参赛，她转了一圈

后，对拿红薯王的信心不是很足了。她笑

着说：“天外有天，人家的红薯就是比咱家

的大而好，今年不行，明年再来。”

胙城乡办红薯文化节是有基础和底气

的。胙城乡党委书记姜国锋告诉记者，胙城

乡红薯种植面积达到5000亩，拥有25个原

种繁育大棚，可育优质原种种苗250万株，

有标准化红薯储存窖4座，面积达5000平

方米，存储量450万斤，“胙城府”牌脱毒红

薯在省内外市场上已形成很大的影响力。

最终，通过“薯王”义拍，“薯王”被延津

爱心企业以4000元价格拍走，义拍的善款

将用于胙城乡脱贫攻坚，帮扶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

“薯王”争霸赛
□本报记者马丙宇通讯员崔兴辉董瑜雪

（上接第一版）
作为全国重要的农产品加工转化大

省，我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6714

家，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

32.48%；实现营业收入1.18万亿元，居全

国第二位。

我省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

手，围绕面、肉、油、乳、果蔬五大食品产

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

链，生产了全国1/2的火腿肠、1/3的方

便面、1/4的馒头、3/5的汤圆、7/10的速

冻水饺。河南正在实现从“国人粮仓”到

“国人厨房”再到“世人餐桌”的转变。

品牌提升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品牌就是影响力，就是号召力，就是

竞争力。品牌的创建带动了产业链的延

伸，也推动了河南农业产业的稳步快速

发展。

漯河双汇集团作为以肉类加工为

主的大型食品集团，始终围绕“双汇”这

个大品牌做文章。目前，年产销肉类产

品 300多万吨，年销售收入 500多亿

元。在收购了美国史密斯菲尔德公司

后，在肉制品、生鲜品和生猪养殖三大

领域均排名全球第一，成为全球规模最

大、布局最广、产业链最完善、最具竞争

力的猪肉加工品牌。

信阳茶叶种植已有2300多年的历

史，信阳毛尖曾于1915年获巴拿马万国

博览会金奖，蜚声海内外。近年来，信阳

市充分利用“信阳毛尖”这个金字招牌，

大力发展茶产业，全市茶园面积已达200

多万亩，茶产业年产值达100亿元。

通过品牌塑造，好想你“一颗红枣”

年产值40多亿元，三全“一个汤圆”年产

值40多亿元，双汇“一根火腿肠”年产值

500多亿元。

除此之外，我省还形成了以“三全”

“思念”为主导的冷冻食品系列品牌，以

“好想你”枣为主导的特色食品系列品

牌，以“白象方便面”“一加一面粉”等为

主导的面制品系列品牌等，在提高农民

收入、提升农业农村效益等方面起到了

主力军作用。

如今，河南正依托特色农业资源、

产业，以传统优势品牌为基础，大力发

展品牌农业，强化品牌引领，加快推动

由河南产品向河南品牌转变，实现由农

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跨越。

品牌赋能“豫字号”农产品“豫来豫好”

又是一年红叶红

焦作青天河

万亩红叶美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