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曹国宏刘景华
通讯员封德刘禾

深秋的八百里伏牛山层林尽染，叠

翠流金。记者来到位于伏牛山腹地、素

有“中国香菇之乡”的西峡县采访，随处

可见菇农采摘香菇的忙碌身影，空气中

菇香四溢、沁人心脾。

科技创新 发展高效农业

“有了政府的补贴，俺家购置了新式

烘干机，不仅烘干香菇的效率提高了，而

且炕出来的香菇色泽好、品质高，准能卖

个好价钱！”在西坪镇西官庄村的香菇标

准化种植基地，菇农田国玉的脸上流露

出喜悦的笑容。

田国玉所说的烘干机可不一般，全

名是食用菌专用磁能热泵烘干系统，满

满“科技范儿”。“传统烘干机耗能高，易

引发火灾、空气污染等问题。我们积极

引进食用菌生态加工设备，在保护环境

的基础上，解放农村劳动力，降低生产成

本，菇农的整体收益提高10%左右。”随

行的西坪镇党委副书记王海英介绍说。

作为香菇生产大县，西峡在大力推广

标准化种植技术的同时，增加种植加工的

“科技含量”，推广机械化工厂制棒、生态

灭菌、空气能烘干、智能化加工等新技术，

科技赋能香菇的生产加工全过程。记者

了解到，全县已建成机械化制棒厂70余

家，制棒率达60%，160余台生态灭菌设

备和30台空气能烘干设备的投入使用，

带动食用菌全产业链提质升级。

这仅是该县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现

代高效农业的一个缩影。该县已建成

18个物联网维控智能微喷灌“有机肥+

水肥一体化”猕猴桃示范基地，19个具

备农残快速检测功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点，香菇交易信息中心、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平台、动植物检验检疫系统平

台、特色农业可追溯管理平台、智慧水

利、智慧交通等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的投

入使用，给农村产业发展安装数字“大

脑”，为西峡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电商为“媒”特色产业迅猛发展

“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

农，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提升农业规

模化、产业化、集约化水平”是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对农村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西峡县立足特色优势产业，以科

技为结点，电子商务为纽带，把农户、产

业、企业牢牢结合在一起，加快构建现代

化农业产业体系。

在西峡县“东大门”丹水镇陈沟村，正

在忙着采摘辣椒的种植户薛来成高兴地

说：“收购商的车子就停在路边等着，辣椒

摘好就过秤拉走，还是现金结账。种了半

辈子庄稼，让人心里这么踏实的还是头一

回！”薛来成介绍，今年年初，丹水镇电商

服务中心、河南猕猴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与丹水当地260多户农户签订三方协议，

由农户种植美人椒300亩，企业统一配发

辣椒苗，电商服务中心负责带价统一回收

和分拣销售，农户亩均利润达4300元。

为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西峡积

极推广“公司+基地+农户+电商”的订单

式农业，以电商为“媒”，将特色产品直接

送往餐桌，为乡村振兴打开了线上通

道。该县投资2000万元建设电商物流

分拨中心，实现日处理快件50万单；同

时与交通部门、联通公司深度合作，整合

农村地区物流力量，形成“道路物流运输

平台+电商快递公司+镇级服务中心+村

村通公交（班车）+社区团购”的合作方

式，打通了县镇物流“主动脉”，16个镇

级电商服务中心和158个村级电商服务

站点实现了“一键代发”，为农民卖货搭

建起了立体化的销售通道。

“现在条件好了，有网有物流，我不仅

可以自己做零售，也可以与电商企业做批

发，日子越来越有奔头儿。”丹水镇三里庙

村电商服务站站长余春峰介绍说，县里组

织的电商培训给他很大帮助，通过阿里巴

巴等网络平台，销售周边的苗木、香菇、猕

猴桃等特色产品，年交易额超过500万

元。数字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该县电

商交易额达 102.7 亿元，同比增长

19.62%，电子商务零售额达10.45亿元，

同比增长17.82%；月均在线企业活跃店

铺数量达 2322 家，实现网络零售量

1344.28万件，实现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合

计0.94亿元，占全网零售额比重27.19%。

延伸产业链，推动产业化，致力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目前，西峡已形成

了“上接基地、中连市场、下游打造骨干

龙头出口企业”的完整产业体系，实现生

产、销售、加工、出口“一体化”，一大批发

展潜力大、科技含量高、产品竞争力强的

龙头农业产业化企业相继落户西峡，香

菇酱、香菇脆等深加工产品广受市场好

评，补齐现代农业体系的最后一块短

板。如今，“菌、果、药”三大主导特色产

业已成为全县群众增收致富奔小康的支

柱产业，年综合产值260亿元，农民纯收

入的80%来自三大主导特色产业。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提出的‘推动传统产业与前沿技术、

跨界创新、颠覆模式对接链接’要求，认真

贯彻新发展理念，走高质量发展的路子，

通过不断创新升级，实现各生产要素深度

融合、协同发展，让特色产业迅速成长为

农村产业振兴的‘领头羊’，筑牢乡村振兴

根基。”西峡县委书记周华锋如是说。

新闻热线：0371-65795707 广告热线：0371-65795789 发行热线：0371-65795830 总值班 王建立 值班主任 李相瑞 设计总监 张峰 责任编辑 王侠 版式 魏静敏 校对 王仰瑞

2021年11月 日

星期三 辛丑年十月初六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41-0101 邮发代号 35-2 中原三农网 www.zysnw.cn

第4340期 今日4版

农村版
服务三农 第一媒体 HENAN DAILY COUNTRYSIDE SECTION

10

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姬石镇

“强心扶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编
者
按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粮
食安全，把解决好14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来抓。
近日，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组织开展了“粮安万里行”主题采访活动，本报记
者深入信阳、新乡、开封等地，探寻我省部分产粮大县的粮食安全守望者。

我省下达7.8亿元资金支持灾后恢复重建

小康路上小康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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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张森）自动驾驶，主动

转弯，不跑偏……10月29日，正大滑县无人示范农场

演示观摩会在滑县老店镇曹固营村举行。围观群众感

叹说：“想不到、真是想不到，拖拉机会自己跑、自己干

活，真先进……”

正大滑县无人示范农场是一个拥有10万亩耕地的

现代农业产业园，安阳市首个机械无人化试点项目，华南

农大罗锡文院士团队提供技术支持。此次观摩会展示

了信息技术、北斗导航、自动驾驶与传统农机技术的有效

融合，同时也展现了未来农场建设的发展方向。

该项目按照“农田整治+绿色经营”一体化模式建

立，打造优质小麦产业集群，主要运用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智能装备打造园

区耕种管收全覆盖、机库田间转移作业全自动、作物生

产过程全监控、智能决策精准作业全无人。

正大农业科技（滑县）有限公司负责人朱小龙说：

“无人农业机械自动导航作业技术与传统机械相比，提

高了农机、肥料和农药的利用率及作物产量，降低生产

成本，土地利用率提高0.5%至1%。按一季小麦节本增

收30元/亩计算，10万亩小麦每年节本增收300万

元。无人农场项目的落地，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可

复制、可推广的新模式。”

大面积的高标准农田助推了高科技、高水平的农业

机械化及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创新。目前，滑县粮

食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达98%以上，实现了从传

统人工生产方式向现代机械化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转变。

滑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罗化民介绍说：“推

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和现代化就要把土地成方连片

集中起来，逐步实现大规模的社会化托管服务，有效破

解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的问题。”

据悉，“十三五”期间，滑县建成高标准农田134.5

万亩，打造了全省最大的5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

区；“十四五”期间，滑县计划再完成20万亩高标准农田

建设，届时滑县高标准农田将达155万亩。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范燕彬 金超 吴雷）

“亲爱的，工作中你紧绷一根弦，不逾越纪律红线，生活

中我做好家庭‘廉内助’，相信我们的生活会更美好！”

近日，在修武县开展的家风建设活动中，一名县司法局

干部在微信晒出的廉政家书走红朋友圈，被网友誉为

最美“情书”。

家风连着党风、政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家庭

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

社会的好风气。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

今年以来，修武县纪委监委持续推进“廉洁从家出

发”教育活动，把家风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抓手，充分发挥家风建设在基层

治理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以家风促政风、改作风、正民风。

县税务局在新录用公务员入职、干部职务晋升、人员岗位调整等关键节点，对干

部及家属共同开展廉政风险提示、廉政谈话提醒；县审计局将《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

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等内容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必修课，让家风建设成为党员

干部廉洁修身的必答题；产业集聚区把家风建设融入党员“一句话承诺”，通过“定

诺、亮诺、践诺”的形式，激发党员干部服务群众、为企业排忧解难的热情；全县开展

60余次廉政家访，召开3次亲情助廉座谈会，100余名家属签署助廉承诺书，用爱和

亲情守护廉洁家风，筑牢反腐倡廉家庭防线……优良家风建设在修武掀起了阵阵廉

洁清风，推动了党风政风清正。

“结合全域清廉示范点建设，我们搭建了家风文化长廊、家风馆、家风主题公园等

家风平台，以点带面打造家风品牌新阵地。目前，全县20余个家风建设示范点逐渐成

为聚人气、淳风气、树正气的‘加油站’。”修武县纪委监委副书记徐新勇介绍道。

挖掘“廉元素”、打造“廉品牌”，修武县正让优秀的廉洁文化基因成为家风建设

和廉政教育的源头活水，聚焦高质量，谋求新跨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焦作

新篇章贡献修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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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田素莉

“我有的是力气，也不怕吃苦，得干点

事，不能老是坐在家里等政府救济。”一个

月前，阿涛（化名）还处于每日酗酒、暴躁易

怒，动辄对家人动粗的状态。11月8日，短

短一个月后，他行为不仅大幅收敛，还主动

向村干部提出干活挣钱。阿涛是漯河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姬石镇杏树王村的村民，

也是村里的“名人”，短时间内的思想和行

为变化，让村里熟知他的老少爷们儿颇感

意外，为他的表现竖起了大拇指。

在这背后，饱含着姬石镇党委镇政府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所做的不懈努力。

今年9月份，姬石镇杏树王村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及防返贫动态监测责任组在入户

走访排查中，了解到阿涛家中的4个孩子

都在上学，妻子1人打零工，根据收入情

况和致贫风险，通过承诺授权、信息比对、

村级初选、镇级确定，作为边缘易致贫户

将他家纳入监测对象。

10月份，镇里因户施策对阿涛进行

针对性帮扶，邀请漯河市社会心理服务中

心进行专业评估，确定他为心理健康重点

关注人员，并聘请第三方心理机构，为他

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服务。

同时，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玉霞根

据阿涛的心理状况制定了6个月的跟踪

服务计划，包括AI智能压力分析检测、团

体活动、家庭一对一心理咨询干预、心理

援助热线等服务。

跟踪援助服务的不止阿涛一个人。

今年10月份以来，为让心理援助服务融

入巩固脱贫攻坚工作，姬石镇引入第三方

心理咨询师团队，15名专业心理咨询师

为该镇在扶心扶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

提供专业指导，目的就是通过“强心扶志”

激发出脱贫户的干事创业的热情，有效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

村里来了群国家级心理咨询师

“孩子，看今天我们谈些什么啊，你想

谈什么，对你有帮助的，你可以讲一讲……”

11月4日，在姬石镇乡村振兴办“暖心室”

内，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徐金华与李琦（化

名）面对面坐下，小心翼翼打开这个男孩封

闭已久的心扉。

本应在中学里度过青春年华的李琦，

因为家中的突发情况患上抑郁症，不得不

休学在家。父母都在广东打工，自己跟随

奶奶生活，作为家里顶梁柱的父亲，8月份

突发心肌梗死住院，使他们的家庭陷入困

境，也给这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年造成了巨

大的打击。

意外发生后，李琦变得沉默寡言，在

学校甚至表现出自残倾向。休学回家后，

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拒绝与外人见面。

姬石镇党委书记黄颖在遍访监测户

过程中了解到李琦的情况后，及时到他

家入户走访，和责任组综合研判，按照识

别程序，把他家作为突发严重困难户纳

入监测对象，从多方面制定帮扶计划，并

联系徐金华作为李琦的疏导员，帮助他

走出阴霾。

徐金华通过李琦父亲了解到孩子很

喜欢在家中摆设模型，就从他的兴趣点入

手，在尊重孩子、共情孩子的基础上，给李

琦支持的力量。在专业疏导下，李琦开始

愿意走出家门、积极配合治疗，并与徐金

华约定好周四在姬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的心理咨询室见面。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帮助李琦树

立对生活的信心，才能使这个家庭真正摆

脱困境。”姬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宋广辉

道出了该镇因户施策、精准帮扶的重点。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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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奋勇争先 更加出彩

西峡 科技赋能 农业增效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 通讯员井阳）

11月8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为支持

做好全省洪涝灾害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近日，省财政下达7.8亿元资金，支持郑

州、安阳、鹤壁、新乡等洪涝灾害地区开

展水库、河道、蓄滞洪区、供水工程、淤地

坝等影响防洪和供水安全的水毁水利工

程修复。

省财政将按照直达资金模式管理全

部救灾资金，要求市（县）严格履行好项目

及资金管理主体责任，切实管好用好水毁

工程修复项目资金，严肃财经纪律，强化

监督管理，确保资金使用规范透明、安全

高效，发挥最大效益。

□本报记者刘婷婷

10月27日，记者乘坐高铁从郑州出

发，信阳站下，走沪陕高速，在腰陂收费

站拐上230国道，钻进新县大山深处，不

一会儿便到了西河村。一路蓝天白云，

满山开遍了茶花，秋风扑面，沁人心脾。

西河村地处新县境内，周河乡西部，

面积约47平方公里，由县城到达西河村

约0.5小时车程。拥有着第三批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河南最美历史文化古村，全

国生态文化名村、中国最美村镇、中国乡

村旅游最佳目的地等美誉。该村借助得

天独厚的自然风景优势，发展农旅产业，

向数万游客揭开美丽的面纱。

西河粮油博物馆作为其独特的美丽

风景之一，从1958年的老粮库，通过设

计规划摇身一变成了粮油博物馆。

改造后，建筑的功能衍变出了一座

小型博物馆，一处特色餐厅，以及多功能

用途的村民活动中心。古老的油车被安

置在博物馆中，它不仅是展品，还是生产

工具。

人们来到这里除了享受自然的田园

风光，还可以来粮油博物馆体验“春夏秋

冬”的四季变化，每个季节对应一个主

题，即“春播”“夏长”“秋收”“冬藏”。打

破原有博物馆以“看”为主，让观者（特别

是儿童）能够参与其中，可“触”、可“听”、

可“磨”、可“尝”。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展览展示，进

一步在全省树立‘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

福、为业者护航’的思想意识，弘扬全社

会爱粮节粮、杜绝浪费的节俭精神。”西

河毛铺景区管委会主任张一谋说，下一

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粮食安全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

精神，在倡导厉行节约、宣传爱粮节粮、

普及粮油知识、展示粮食文化、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粮食安全知识“住”家门口

粮安万里行①

11月8日，在汝阳县小店镇

小寺村千亩优质红薯种植基地，家

宝红薯专业合作社农民手捧个头

喜人的红薯喜笑颜开。康红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