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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风景搬到村民家门口

巩义统筹全局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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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县叫响茶油品牌

油茶树变身
“摇钱树”
□本报记者 尹小剑
9 月 9 日，站在光山县槐店乡司马光
茶溪谷油茶山上，放眼望去，一丛丛油茶
树葱茏碧绿，工人们在茶树间辛勤劳作。
不远处，两台挖掘机在进行坑塘维修。
“这是我们正在打造的集油茶种植、
乡村度假、休闲观光、农业体验、科普教育
等功能于一体的宜居、宜游、宜享的农业
田园综合体。”德睿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光辉说，项目建成后，将会产生巨
大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据了解，司马光茶溪谷是槐店乡引进
德睿公司新打造的一个项目，该项目计划
在槐店村、大栗树村、陈洼村、万河村流转
荒山荒坡 9000 亩，新发展油茶 6000 亩。
目前已流转 5600 亩，完成整地 3600 亩，
新栽种油茶 2600 亩、18 万株。
“2019 年 9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光山县槐店乡考察调研时强调，种油茶
绿色环保，一亩百斤油，这是促进经济发
展、农民增收、生态良好的一条好路子。
路子找到了，就要大胆去做。要通过‘公
司+农户’的方式，朝着市场化、规模化的
方向发展，使公司和农民彼此受益。”光山
县槐店乡乡长刘存新说。

两年来，槐店乡牢记总书记殷殷嘱
托，明确油茶产业为主导产业，通过党建
引领“聚合力”，产业集聚“拔穷根”，走出
了一条从“一村一品”到“油茶特色之乡”
的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槐店乡坚持党建引领，走“支部+公
司+基地+农户”的发展路子，把支部建在
产业链上，成立槐店乡油茶产业联合总支
部，积极推进全域油茶、全民油茶发展计
划，引导群众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
地、废弃的宅基地，新发展以农户为基本
单元的油茶产业经济体，不断扩大油茶种
植规模。
目前，已有 370 多户农户参与，新栽
种油茶 1350 多亩、12 万余株，实现了全乡
油茶种植面积累计 3 万亩以上。
油茶农艺师李芳启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
“ 一棵油茶树平均能产 60 斤到 80 斤
的油茶果，一亩可种植油茶树 80 棵至 100
棵，如果能将油茶果深加工全部榨成茶

油，按茶油每斤 100 元市场价来算，一亩
地能产生近万元效益。”
“两年来，总书记的嘱托我一直记在
心里，以发展油茶产业带领村民致富。”光
山油茶龙头企业联兴油茶公司董事长陈
世法说，油茶产业链的延伸、迭代、升级是
进一步提升油茶附加值的重要途径，以
后，还要以油茶生态旅游为核心，开展油
茶基地观光、油茶生态采摘等项目。
按照找对的“路子”，光山县全力推动
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争取国开行设立油
茶专项支持贷款，出台财政奖补政策，广
泛发动群众种油茶。两年来，该县新发展
油茶种植 5.6 万亩，截至目前，油茶种植总
面积达 26 万亩以上，油茶企业、合作社近
60 家，种植大户 200 余户，近 5 万户群众
参与油茶经营，油茶种植成为群众增收致
富的主导产业。
“一亩油茶百斤油，又娶媳
妇又盖楼”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生
动写照。

践行嘱托新答卷 奋勇争先开新局
温暖的回响

省乡村振兴局深入企业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

真联真帮 确保实效
本报讯 （记者刘婷婷 通讯员朱雅
琳）9 月 12 日，省乡村振兴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方国根带领群众工作处和宣传教
育处相关人员到“万人助万企”活动联系
企业信阳市文新茶叶公司调研。
在文新茶叶科技园，方国根一行实
地察看了企业党建活动室、茶叶加工车
间，听取了企业发展规划介绍，到茶叶种
植基地实地了解茶叶采摘工艺、炒制技
艺、生产流程、市场销路等情况，并与企
业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企业当前
面临的发展问题和迫切需求。
方国根指出，开展“万人助万企”活
动是省委、省政府作出的重要部署，省乡

村振兴局高度重视。信阳市文新茶叶公
司是我省带贫龙头企业之一，针对企业
当前面临的发展问题，各级相关部门要
积极解决，需省级层面解决的，将问题汇
总提交省乡村振兴局企业服务组推动解
决，切实做到真联真帮，确保“万人助万
企”活动取得实效。
方国根强调，带贫龙头企业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帮扶作用，下一步，
希望文新茶叶科学制定发展目标，持续
优化产业布局，积极发挥帮扶作用，持续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助力。

“我们一定牢记嘱托，大力推动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叫响光山茶油品牌。”光
山县委书记王建平说。
品牌化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一把
密钥。2020 年 8 月，光山县成立了油茶产
业联盟，引导产业健康发展，
“司马光”
“联
兴”
“全家福”等特色品牌走向越来越广阔
的市场。
王建平说，下一步，光山县将打造集
公共品牌、地方区域特色品牌、企业知名
品牌于一体的品牌体系，努力成为知名生
态产品标志品牌，提升茶油的生态溢价，
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当地群众
稳步增收。
今年 7 月 23 日，信阳市委书记王东伟
到司马光茶溪谷调研时说，近年来，光山
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信
心、埋头苦干、奋勇争先，脱贫攻坚取得全
面胜利，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市前列，经
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

3 万亩花生

开始抢收

9 月 14 日，宝丰县闹店镇范营村群众在强收花
生。时下，该镇种植的 3 万亩花生进入收获期，预计
平均亩产可达 1300 斤。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刘淑改 摄

庆丰收 感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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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刘珊 张红卫）
“永
红，你看这株玛莎莉结了 5 个大红薯，足足有 8 斤
重，这一亩红薯产量应该超过 1 万斤，明年可以大面
积推广了吧？”9 月 13 日下午，在汝南县板店乡魏岭
村一个温棚内，一位村民双手拿着新出土的红薯高
兴地问魏岭村党支部书记魏永红。
今年 59 岁的魏永红是板店乡魏岭村人，是远近
闻名的“土专家”。为掌握更多的种植技术，改良
和引进新品种，他除了自学外，还多次去外地观摩
学习，凡有新品种、新技术他都率先试验，成功后
推广。尤其是红薯，经他试种推广的品种就有豫
薯 8 号、徐薯、紫薯等 10 多个。在他的带动下，周
边群众种植红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红薯产量和
效益逐年提高，红薯产业被打造成特色支柱产业，
魏永红也成了致富带头人，2021 年他被推选为村党
支部书记。
“玛莎莉原产日本，与本地红薯相比，产量高，
品质更佳，外观色泽诱人，皮薄肉嫩，营养丰富，口
感更是上乘，它是我去年 8 月从山东花大价钱淘来
的。”魏永红说，他去年经人介绍远赴山东参观学习
新品种红薯种植技术，从众多优良红薯品种中选择
了玛莎莉等三个优良品种。
“经过去年试种，玛莎莉因为产量、品质表现突
出被保留下来。现在看玛莎莉这表现，已经具备大
面积推广条件，明年我准备在全村大面积推广种
植，我要让‘洋红薯’成为全村群众增收致富的金疙
瘩。”魏永红喜悦地说。
近年来，板店乡重点打造温棚蔬菜、红薯及“三
粉”
加工等特色产业基地，
通过技术培训、
示范引导，
带
动全乡群众发展特色产业，
基本实现了
“一村一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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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红薯﹄落户小乡村

本报讯 （通讯员席旭红 刘萌萌 郭力玮 记者冯刘克）9
月 12 日，秋日的巩义，乡村公园绿树成荫、产业基地生机勃
勃，工业园区机声隆隆、交通路网纵横交错。近年来，巩义市
积极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将协调发展放在统筹全局的重要
位置，着力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
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
中心城区基础设施、美丽乡村建设步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围绕“产业美、生态美、人居美、文化美”的“四美”定位，
为实现科创“智造”城、美丽生态城、文化旅游城、健康幸福城
“四个城市”的建设目标，巩义市不断优化城镇空间格局和功
能定位，协调推进城乡发展，深化现代化美丽新巩义建设。
一城之美，始于颜值。行走在巩义城区大街小巷，道路
笔直宽敞、交通井然有序、建筑错落有致、绿化美观别致。目
之所及，风景如画。通过扎实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不断完
善城市功能，打造高品质宜居环境，巩义市正展现出焕然一
新的城市面貌。
协调发展，重在“全面”，既要城市繁荣，也要乡村振兴。
走进涉村镇大南沟村，一路行来，处处皆景。干净整洁
的道路沿着山坡延伸开来，休闲游园中“二十四节气”
“村规
民约景观墙”等随处可见，道路两侧新安装的复古路灯独具
特色，古风古意的房屋错落有致。
“美丽乡村的打造，真正把
洁净、舒心的美景送到我们家门口。”村民们交口称赞。
大南沟村美丽乡村建设是该市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秉承着让乡村“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理念，近年来，该市
积极开展“摘星夺旗创三宜”活动，创成五星村（社区）10 个，
四星村（社区）41 个、三星村（社区）181 个、二星村（社区）86
个。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该市还投资 3.89 亿元，打造海
上桥村、大南沟村、韵沟村等 15 个美丽乡村项目试点村；投资
2.25 亿元，打造大南沟村、海上桥村等 10 个城乡融合、文旅融
合的美丽乡村精品村。
该市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导向，以生态宜居村庄建设为主
线，把镇村建设与现代农业发展相结合，大力培育特色主导
产业。
大峪沟镇充分利用山区资源优势，积极发展现代观光农
业项目，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发展绿色林果业，推进山区综
合开发，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该市以工业思维发展农村经济。尤其是近年来，该市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一批
批重点项目先后签约、开工、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济动能。培育壮
大农业龙头企业，省级龙头企业 2 家、郑州市级 2 家；积极打造农业品牌，已实现全
市“三品一标”总数 46 个，省级“三品一标”示范基地 4 个，省级知名农业品牌 11 个。
有青山绿水点缀，有乡愁记忆留存，有高质量发展支撑。2020 年，巩义市再次
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如今的巩义，经济结构加速调整，空间格局和功能布局
更加优化，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城乡处处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一座科创“智
造”城、美丽生态城、文化旅游城、健康幸福城，正在青山绿水中加速崛起。

据新华社西安 9 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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