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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周刊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办

产业兴旺添活力

3月30日，仲春时节里的清丰县马庄

桥镇赵家村，金灿灿的阳光洒满了一排排

白色食用菌大棚。大棚里，菌包整齐有序，

菌菇长势旺盛；大棚外，脱贫户闫彩玲开着

红色电动小汽车，后座上放着刚采摘的蘑

菇，行动带风。路上碰见熟人，被调侃一句

“彩玲现在可是赚着钱了”，她咧嘴笑个不

停。

因为老人有病，丈夫受工伤，闫彩玲家

一度生活贫困。“那日子，真不是过的。”闫彩

玲说。2017年，村干部找到她，让她种蘑

菇，没承想种出个“金疙瘩”。种蘑菇不仅让

闫彩玲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而且她还获得

了“种植能人”“三八红旗手”等多项荣誉，成

了当地响当当的致富带头人。

清丰县坚持把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作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加快构建特

色产业体系，确保当地群众长期致富增收。

食用菌产业就是主要抓手之一食用菌产业就是主要抓手之一：：清丰县清丰县

食用菌种植面积已达食用菌种植面积已达17001700万平方米万平方米，，培育培育

龙头企业龙头企业2222家家，，建成食用菌示范基地建成食用菌示范基地7070

个个、、标准化大棚标准化大棚11..22万多座万多座，，年出菇量年出菇量3030多多

万吨万吨，，培育龙丰培育龙丰、、瑞丰等瑞丰等““丰丰””字头工厂化企字头工厂化企

业业1414家家，，打造清丰白灵菇等知名品牌打造清丰白灵菇等知名品牌2020

个个，，实现综合产值实现综合产值3030多亿元多亿元。。

同时同时，，清丰县以产业发展全覆盖为目清丰县以产业发展全覆盖为目

标，实施各类特色产业项目378个，形成了

食用菌、红薯、辣椒、家具等多管齐下的产业

发展态势。

如今，清丰县已建设200亩以上红薯种

植示范方122个、500亩以上19个，红薯种

植面积10余万亩；建成承接京津冀家居产

业转移园区9个，入驻家具企业191家，年

产家具200余万（件）套；种植辣椒4万余

亩，开发牛肉耗辣椒、风味剁椒等特色产品

30余个。遍地开花的特色产业不仅带动了

农村群众持续增收，而且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迈上了新台阶。

美丽乡村颜值高

“游人看风景，俺在风景中。”作为国家

级文明村，清丰县韩村镇西赵楼村被当地人

亲切地称为“生态花园”。走进村里，一眼就

能瞧见小桥流水的美景，感受到野鸭嬉戏、

锦鲤跳跃的风情；宽阔笔直的道路两旁，法

国梧桐国梧桐、、大叶女贞等苗木与复古样式的路灯大叶女贞等苗木与复古样式的路灯

相映成趣相映成趣；；文化广场上文化广场上，，各种运动器材一字各种运动器材一字

排开排开，，凉亭凉亭、、长廊点缀其中长廊点缀其中；；农家书屋内农家书屋内，，各各

类书籍摆放整齐类书籍摆放整齐，，前来看书读报的村民络绎前来看书读报的村民络绎

不绝……西赵楼村的美不绝……西赵楼村的美，，正是清丰县在巩固正是清丰县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中的有效衔接乡村振兴中的

不懈实践不懈实践。。

美美丽乡村的画卷上丽乡村的画卷上，，村容村貌作为主村容村貌作为主

体“精雕细琢”，“绿网、清溪”作为背景也反

复勾勒。清丰大力推进造林绿化工程，森

林覆盖率达30%以上；其中，水岸林木绿化

率达90%以上，道路林木覆盖率达95%以

上。全面落实“河长制”，对全县所有河道

进行清淤、建坝、建闸，马颊河、古城沟等

91条河道治理工程已全面完工，流上清

水。引黄调蓄工程、马颊河扩宽及沿河湿

地公园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升了清丰水生

态环境品质。

美丽乡村建设既要有“颜值”也要有“内

涵”。结合孝道文化和红色文化，该县重点

推进中华孝道文化园、极限运动基地等项目

建设，打造单拐、沙格寨、梅庄等美丽乡村集

群；持续开展文明村、文明卫生户、“好媳妇”

“好婆婆”“最美清丰人”等创建评选活动，强

力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民风乡风。

向美好未来进发

为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为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接，，清丰县开展全县党员干部大遍访活动清丰县开展全县党员干部大遍访活动，，

对对““两类人群两类人群”、”、低保特困户和低保特困户和““收入骤减收入骤减、、支支

出骤增出骤增””户进行遍访户进行遍访，，排查预警排查预警，，消除隐患消除隐患。。

同时同时，，严格落实严格落实““四个不摘四个不摘”，”，做到过渡期内做到过渡期内，，

扶贫政策不变扶贫政策不变、、人员力量不减人员力量不减，，努力推动从努力推动从

精准脱贫到产业振兴上转变精准脱贫到产业振兴上转变，，从短平快的扶从短平快的扶

贫项目到打基础贫项目到打基础、、管长远的稳定致富项目上管长远的稳定致富项目上

转变，合理调整节奏、力度、时限，逐步实现

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平稳过渡。

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目标任务，该县按照“自南向北，

两翼发展，集中连片，整乡推进”原则，持续

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粮食产能。同时，突出

产业园区化、园区项目化、项目具体化、培育

层次化，研究出台有关奖补政策，强力推进

红薯、食用菌、叶菜“三色”现代农业产业园

创建，力争“十四五”期间每个乡镇建成1个

标准化现代农业产业园。

该县围绕“以改革促活力，以活力求效

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把人才引进作

为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大力实施农村

“头雁”培养工程；坚持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全

域化创建，强力推动移风易俗，坚决破除陈

规陋习，树立文明民风乡风；持续实施“绿化

清丰”“清溪清丰”“气化清丰”“清洁清丰”

“水润清丰”，大力推进“四美乡村”建设，全

面提升人居环境面提升人居环境；；持续压实基层党组织管党持续压实基层党组织管党

治党政治责任治党政治责任，，健全自治健全自治、、法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德治相结合

的乡村治理体系的乡村治理体系，，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

坚强政治保障坚强政治保障。。

站在站在““两个一百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点上汇点上，，7070余万清丰儿女正众志成城余万清丰儿女正众志成城、、满满

怀豪情怀豪情，，为续写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华章阔为续写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华章阔

步前行步前行。。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郜
敏蒋波）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在

春耕。3月30日，在太康县马厂镇林洼

村一望无际的麦田里，无人机正在“机

长”的操控下，在田地里来回飞行喷洒着

农药。

作业现场，太康县华辉农机服务专

业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将无人机搬到田地

边，按照比例调配好农药，倒入无人机药

箱内，一切准备就绪后，操作无人机开始

作业。

在“机长”熟练的操控下，无人机在

麦田上空开始喷洒农药。相比传统的人

工打药模式，无人机喷洒农药不仅大大

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无人机在飞行过

程中向下产生的气流能使农药喷洒更加

均匀，防治效果大幅度提升。

太康县华辉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总

经理林建华说：“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操作

简单，速度快，效率高，而且喷洒均匀，雾

化效果好，又省水省药，减少了环境污

染。”

“太康县华辉农机合作社现有无人

机20架，与当地种地大户和种植专业合

作社签订农药喷洒协议5万余亩，现在

已完成作业1万多亩。”林建华说。

今年35岁的刘大将在马厂镇林洼

村承包了200多亩土地，以前他都是雇

人对小麦打药，一人一天只能打10亩

地。自从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后，原本

要几个人忙上几天的打药活儿，如今半

天时间就能全部结束。“近几年，我都是

使用无人机打药，用无人机打药减少了

对农作物踩踏，杜绝了重复喷、漏喷的现

象，并且防治效果还好。”刘大将对无人

机打药的好处赞不绝口。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通讯员胡少佳
李威）“现在正处于小麦的中后期管理，

但因为土地的含水量大，存在病虫害风

险，需要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每亩

用量是200~400克，需兑水30公斤。”3

月30日，在镇平县侯集镇袁营村的麦田

里，农技师杨丙俭在指导种粮大户姜波

对小麦进行管理。

眼下正值春季田间管理的关键时

期，该县组织11个农技推广区域站100

多名科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

手把手帮助农民解疑答难。“我今年种了

1100亩小麦，今天专家亲自到地头指导

我们科学施肥和防治‘三病一虫’，让我

对今年小麦丰收更有信心了。”姜波说。

眼下，镇平县乡野间到处呈现一派

繁忙景象。该县充分发挥“农技+农机”

的作用，多举措服务农业生产，为夏粮丰

收夯实基础。

“我们这个菜场共有1800亩，种植

的全部是用于供应香港等地的绿色无

公害蔬菜，靠的是规模化、机械化种

植。”镇平县马庄乡绿兴顺蔬菜专业合

作社的许士国说。

绿兴顺专业合作社，有大型拖拉机

4台、铺膜机2台、播种机2台、施肥机2

台以及其他各类机械十多台，基本实现

了全机械化种植，既节省了劳力，又增

加了农户收入。

“按照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我们

通过政策宣传、技术指导、农机补贴

等形式，大力推广示范新技术、新装

备，提高机械化水平，强化现代农业

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确保农业生产

有序进行。”镇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许冰说。

本报讯 近日，从2021年全省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

会议传来消息，“十三五”期间，我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0%以上，圆满完成

“十三五”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十三五”期间，我省加强试点示范和新技术

推广应用，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模式基本建立；落实现有扶持

政策，培育新增市场主体300个以上，秸秆收储能力建设得

到加强，农户和市场主体节本增收达5%~8%；以用促禁，

五年间焚烧火情降幅达到81%。

会议要求，“十四五”我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要聚焦全

面实现乡村振兴，提升秸秆利用产业化水平；聚焦绿色生态

导向农业补偿制度改革，加大秸秆利用补偿制度创设力

度。在完成目标上体现整县推进、全量利用和产业化链条

的形成完善；在实施内容上立足资源禀赋，拓宽利用途径，

合理布局秸秆利用产业和收储运体系；在工作机制上明确

考核方法和责任分工；在政策支持上配套可持续运行的保

障机制。探索出切合河南实际的秸秆综合利用路子。

（厅报）

本报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委联合下发《关于

印发第三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名单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公布了第三批116个国家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名单，我省共有7家单位入选，入选数

量与江苏、四川并列全国第一。

据介绍，我省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各项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2017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委公布了第一批国家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名单，我省6家单位入选；

2019年7月公布了第二批名单，我省5家单位入选。

此次我省入选的7家单位分别是：濮阳市濮阳县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信阳市新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商丘市虞城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洛阳市孟津县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开封市杞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济源示范区玉泉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平顶山

市宝丰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根据《通知》，国家支持符合条件的示范园入园企业优

先申报发行专项债券，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给予信贷支持，

并加大对示范园创建用地支持力度。 （栾姗）

我省秸秆综合利用率
达90%以上

我省7家单位入选第三批国
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无人机引领农业新时尚
太康 镇平

“农技+农机”保障春耕春管

□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韩娉婷

平整规范的高标准大棚里，食用菌破土而出，绿树掩映下的村落里，泥泞的乡间小路变身宽阔的水
泥路，一座座农家小院换了新装扮，幸福的笑容洋溢在人们的脸上……春日里，在清丰县处处感受到产
业发展带来的可喜变化，乡村田野焕发出新活力，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正在这里变为真真切切的现实。

三农杂谈

□丁立江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
项重要任务，事关乡村广大人民群众根本福祉，事
关农村地区社会文明和谐稳定大局。站在“两个一
百年”的历史交汇点，笔者认为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未来要持续推进以下“四大革命”：

一是积极推进“乡村绿色革命”。良好的生态
环境是广大乡村地区最大的优势和宝贵财富。坚
持绿色发展，依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让良好的生
态环境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支撑。在广大农

村地区积极推进“乡村绿色革命”，大力推行绿色生
产生活模式，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科学
系统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以钉钉子精神持
续加大造林绿化、湿地保护和河湖治理力度，稳步
优化广大农村生态环境。广大农村地区依托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下大力气全面推行乡村绿色发
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系统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二是积极推行“乡村厕所革命”。习近平总书记
对“厕所革命”这项基础性民生工作高度重视，并多
次强调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
要方面，不但景区、城市要抓，农村也要抓，要把这项

工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努
力补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在东部地
区、中西部城市近郊区以及其他生态环境容量较小
地区村庄，一方面加快推进户用卫生厕所建设和改
造，另一方面同步实施厕所粪污治理。在广大农村
地区积极引导农村新建住房配套建设无害化卫生厕
所，在人口规模较大的村庄科学配套建设公共厕
所。在全面推进“乡村厕所革命”的过程中，立足不
同地区乡村生产生活实际，一方面积极探索实践厕
所无害化改造，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合理选择改厕
模式，科学普及不同水平的卫生厕所，开展厕所粪污

治理，稳步推进乡村地区厕所改造试点工作，从整体
上确保“乡村厕所革命”经济上可接受、方式上可推
广。另一方面将“乡村厕所革命”与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进行有效衔接，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

三是积极推行“乡村垃圾革命”。大力实施生活
垃圾专项整治，统筹考虑生活垃圾和农业生产废弃
物利用、处理，科学有序因地制宜建立健全符合农村
生产生活实际、方式多样的生产生活垃圾收运处置
体系，将乡村地区生产生活垃圾“临时收集、定点倾
倒、定期清运、集中填埋”，全面推进就地减量和分类
处理，稳步探索适合农村特点的垃圾就地分类和资

源化利用方式。同时持续加大农村环境集中连片整
治力度，全面系统开展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
重点对乡村垃圾山等垃圾围村、垃圾围坝、工业污染

“上山下乡”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整顿治理，有
序推动一大批“坑抛弃地”变为乡村“园林景”。

四是积极推行“乡村能源革命”。发展乡村循
环农业、生态农业，并以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原
料化、基料化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农作物秸秆全量
化综合利用。在有效解决好农作物秸秆等农业资
源往哪里去的问题的同时，科学系统解决好乡村振
兴发展原料、能源从哪里来的问题。

建设美丽乡村要推进“四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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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农产品加工业横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领

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日

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举办的“科技创新引领农产品加工业

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组数据：2020年我国

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超过23.2万亿元，与农业产值之比

接近2.4∶1，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67.5%，科技对农产品加

工产业发展的贡献率达到63%。当前，我国农产品加工领

域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了由整体跟跑向“三跑”并存转变，为

农产品加工业长久稳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加工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一是在生鲜农产品动态保鲜与冷链物流、产地初加工、小麦

制粉、低温榨油、冷却肉加工、传统食品工业化等方面取得

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制粉、榨油、榨汁、畜禽屠宰分割等关键

核心装备实现从依靠引进向自主制造转变，过去十年间，我

国大宗粮油产后损失由10%左右降低到6%以下，大宗果蔬

产后损失由30%左右降低到25%以下，畜禽宰后损失由

10%降低到8%以下；二是建立较完善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测、标准法规体系，2019年国家监督抽检33大类24.4万批

次食品样品，平均合格率达97.6%，为“安全、营养、美味”健

康食品为主导的农产品加工业和现代流通业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科技支撑。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中国农业科学院将紧紧围绕农

产品加工重点任务，构建全国一盘棋的协同创新体系，推进

国家级科研平台建设；加强基础性与基础原始创新，解决

“卡脖子”问题，实现技术装备自立自强。 （龙新）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
科技贡献率达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