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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马丙宇

“河南红薯种植面积全国第三，特别

是太行山区更能发挥红薯耐旱、抗逆性

强、适应性广的优势，产量大、效益好。长

期以来，红薯深加工仍是我们红薯产业发

展的短板，亟须把加工流通等环节增值收

益留在乡村，以此推动乡村振兴。”3月4

日，全国人大代表、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

党支部书记裴春亮说，“在裴寨村的支持

下，太行山红薯产业正在迅速壮大，仅张

村乡的一家红薯加工企业，2021年实现

产值4.5亿元。”

裴春亮建议，首先要产学研深度融

合，建设一个国家级的薯类工程技术研发

中心。依托科研院所，结合龙头企业，从

育种技术、加工工程技术和薯类培训推广

三方面入手，形成红薯育、繁、加工和推广

技术体系，促进红薯产业健康发展。

其次要补链强链，在红薯产地尽快

建设规模化红薯淀粉精深加工生产线。

应大力支持龙头企业尽快建设日产

1000吨以上的淀粉生产线，发展精深加

工，延长产业链，使农民种植有目标，企

业生产有货源，真正实现规模化、产业化

经营。

裴春亮最后建议：“要创新金融支

持，建立农民、合作社和企业利益共享机

制，构建互惠互利、多方共赢的长效机

制。政府要引导金融机构对接红薯产业

集群发展，推动更多资本、科技、人才、土

地等要素向红薯产业集聚。通过金融方

式建立多形式利益共享机制，提升价值

链，拓宽增收链，让农民从农业提质增效

中获得收益，从二、三产业发展的增值收

益中收获利润。”

全国人大代表裴春亮

让太行红薯红全国

习近平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
贯彻依法治军战略
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本报记者马丙宇刘亚鑫
通讯员贺洪强

初春时节，白色大棚里生机勃勃，

原阳县金豫河智能温棚产业园的水培

番茄长势喜人，园区负责人孙广岭喜上

眉梢：“让农业现代化插上了科技的翅

膀，种得好、收得快、丢损少，年年都是

大丰收！”

“今年发展的势头迅猛！”娄伟峥是

原阳县官厂镇娄谷堆村草莓基地负责

人，也是村干部，他高兴地说：“观光旅

游收益高，村民的日子就像草莓一样

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现代

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之

路怎么走？

政策顺民意，举措暖人心。筑底色、

养本色、提成色，原阳县定下培育高质高

效新农业、宜居宜业新乡村、双重富足新

农民的目标，走出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原阳实践”。

农业兴旺，家园宜居，农民幸福，一幅

幅农业农村现代化图景，在原阳的田野上

铺展。

筑底色：高质高效新农业

娄谷堆村这个草莓大棚不一般，进去

仿佛置身于现代化的“农业工厂”：无土栽

培的草莓幼苗在半空中茁壮生长；施肥灌

溉、调温控湿，全部自动化控制。

仔细一看，连棚里的塑料膜都有四

层。

哪四层？“草莓根上一层，距离地面2

米、3米、3.5米各一层。”娄伟峥一一指着

解释，根膜黑色不透明，剩下都是白色透

明的塑料布。

为啥这么多层？“多层膜能更精准地

控制大棚内的湿度、温度，长得好病虫害

少，草莓实现绿色种植。”这是娄伟峥刷短

视频学来的法子。

娄伟峥今年36岁，以前在外面搞金

融，2018年回村当农民，从“高大上”到接

地气，娄伟峥说他本来就是个农村人，惦

记父母也是回家找初心。

大数据能证明娄伟峥的努力：一打开

手机，各个短视频平台推荐给他的都和草

莓有关。

虽然偶有失败和困惑，但娄伟峥的草

莓种得越来越好。他建起农业园发展起

了观光农业，草莓成熟时节，引来游客采

摘。“品质好，身价高，大年初四那天销售

额就有一万多块，两亩草莓被摘空了。”娄

伟峥颇为自豪。

“实践证明，现代高效农业大有奔

头。”娄谷堆村党支部书记娄文革说，村里

先后引进了一系列新项目，成了远近闻名

的现代高效农业示范村。

农业现代化离不开科技支撑。

“种番茄换茬不翻地了。”跟土地打了

十几年交道，孙广岭的工作地点从2米高

抬手就能碰到顶的冷棚换到了6.5米高的

高标准暖棚当中。孙广岭承租了38个大

棚后，种番茄换成了水培，从一年三茬变

成了四茬，换茬时拉秧、施肥、整地等操作

都不用了。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吴丽

许昌市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动员

大会以来，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结

合自身工作实际，创新工作理念，完善工

作机制，狠抓工作落实，创新运用

“2111”（双观摩一考核一问责一创建）

工作法，扎实有效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

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在全区范

围内开展区、镇（办）两级观摩。在镇

（办）层面，由4位分包镇（办）的县级领

导干部负责组织镇（办）、村（社区）干部

每周对辖区所有村（社区）进行现场观

摩，发现问题，现场解决，同时进行现场

点评、现场打分。观摩活动结束后，排名

末位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进行表态发

言。截至目前，该区4个镇（办）均已举

行现场观摩5次，激发了村（社区）开展

整治工作的主动性。在管委会层面，由

党工委书记和管委会主任带队，每半个

月对整治工作推进快或者较慢的村（社

区）进行观摩、评价、排名，学习经验，找

出不足，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同时，排

名末位的镇（办）党委书记在区党工委会

议上进行表态发言。

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每半个月

对镇（办）、村（社区）组织开展综合考核

评价活动。该区按照许昌市农村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集中攻坚专班办阶段工作要

求，督导考评组协同纪工委、城管执法分

局和4个镇（办）分管领导，每半个月对

全区22个村（社区）进行综合考评、现场

打分排名，对排名前10位的村（社区）进

行每个村（社区）3万元的资金奖励。截

至目前，该区已举行2次综合考核工作，

下拨奖励资金60万元，极大鼓舞了镇、

村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积

极性、主动性。

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有效整合

督查力量，对人居环境整治开展督查督

办问责。按照《许昌市示范区党工委办

公室关于重大事项问责办法》要求，示范

区纪工委监察工委、组织人社局明确了

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集中攻坚行动追

责问责措施，成立暗访督查组，对市领导

和市专班办督导发现的问题线索进行跟

踪督办，对重视程度不够，整改进度缓

慢，有畏难厌战情绪的单位和责任人，及

时下发督查函，要求相关单位进行整改、

回复，为集中攻坚行动提供纪律保证。

截至目前，由示范区纪工委牵头进行暗

访督查16次，发现问题线索32个，下发

督查函4份，问题办结率100%。

为把美丽乡村建设的触角延伸到每

家每户，该区以镇（办）和村（社区）为主

体，深入开展“五美庭院”创建活动。示

范区把“五美庭院”评比作为做好农村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有效载体，在全

区开展了“整洁美、卫生美、绿化美、文

明美、和谐美”创建活动，明确了创建原

则、创建内容、重点任务等。村（社区）

实行半个月一评比，对每家每户环境卫

生情况进行打分，对符合“五美庭院”标

准的家庭，授予“五美家庭”荣誉称号，

并在家门口悬挂牌匾，进一步激发全区

群众参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的荣

誉感和积极性。

人叫人动人不动，机制调动积极性。

目前，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已经形成

了上下联动、勠力同心、合力攻坚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的良好局面。

本报讯（记者孙雅琳）3月7日，省

农业农村厅揭晓了2021年度全省农作

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十大重要成果，

迎河柑橘、息县香稻丸、玉米小黄糙、水

白笆斗杏、信阳旱茶、博爱清化姜、坡吴

魏氏胡萝卜、超化大蒜、内乡苦麦、惠楼

山药等十种优异种质资源，经市县推荐、

专家评审、公示，被最终确定为2021年

度河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十

大重要成果。

农作物种质资源是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战略性资

源。随着气候、自然环境、种植业结构等

方面的变化，农家地方品种消失速度加

快，农作物野生近缘植物资源也因其赖

以生存繁衍的栖息地遭受破坏而急剧减

少。通过发掘我省各地的“神奇种子”，

并将其妥善保存，能够为未来生物产业

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基因资源。

此次亮相的十大优异种质资源均属

于我省古老的地方品种，具有悠久的种

植历史，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特色产业。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张星
董淑婧）3月6日，漯河市发投集团、郾城

区人民政府与中科启程签约可降解新材

料产业园项目，预计投资50亿元，计划

总产值280亿元。漯河市市长秦保强、

中科启程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昊等出席签约仪式。

漯河市中科启程可降解新材料产

业园项目由中科启程引进中科院专家

完善可降解新材料应用研发工作，一期

在郾城区建设占地500亩左右的可降

解新材料产业园，在生产包装袋、餐盒

基础上，研发生产医用、物流、农膜的可

降解新材料，还将建设我省唯一的可降

解新材料应用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为

漯河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提供项

目支撑。

随着3月 1日我省“限塑令”的实

施，全省可降解塑料需求量将持续攀

升。该项目的落地，不仅与漯河市打通

食品产业和绿色包装产业的战略布局

高度契合，还有利于缓解“白色污染”、推

进生态环境建设。

“此项目的签约既是郾城区坚持‘项

目为王’、持续招大引强的重大成果，也

是推动产业转型、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

之举。”郾城区委书记李新伟说。

博浪大地再生金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原阳实践”

种粮有赚头 农民有劲头
□本报记者刘婷婷

春回大地，中原沃野满眼翠绿，8500

多万亩小麦进入拔节期，生机盎然。

近年来，我省坚持把扛稳抓牢粮食安

全重任摆在重要位置，实施农民种粮补

贴、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最低收

购价等利好政策，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获

得真金白银回报，确保把“中国饭碗”端得

更稳更牢。

种粮补贴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

粮食安全的底气在哪里？在广阔的

田野里。

“种得越多补贴就越多，更有积极性

了。”2月27日，正阳县兰青乡吴庄村村

民刘月学乐呵呵地说，自己种地还有补

贴，每亩补贴近百块，今年种了20亩，种

地更有劲儿了。

据了解，为构建多层次、长期稳定

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用足用好

产粮（油）大县奖励政策，我省统筹整合

资金40.1亿元，鼓励地方重农抓粮，扶

持油料生产和产业发展，支持粮食生

产、储备和流通能力建设，有效保障粮食

主产区综合生产能力，全力提升农民种

粮积极性。

据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我省下达重要物资储备贴息（春耕肥）

资金0.2亿元，支持10家承储企业化肥

储备，保障春耕期间化肥供应与价格基

本稳定，做到调剂余缺，为粮食生产保驾

护航。

保险兜底 心里有底

这个春天，长葛市民辉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张培峰忙得不亦乐乎。

“种植保险太好了，有保险兜底，可以

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政府还给买单。之

前种地会有担心，现在遇到自然灾害也赔

不了。”2月25日，张培峰难掩喜悦之情，

“今年种了2000多亩小麦，全部投保了小

麦种植保险，可以甩开膀子干了！”

对农民来说，种粮“靠天吃饭”具有一

定风险性。实行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

保险，农民在种植过程中遭遇自然灾害、

重大病虫害及其他意外事故时，就能以完

全成本的方式来弥补种植损失。

今年，我省全力推进完全成本保险，

在全省县域内全面推开三大粮食作物（稻

谷、小麦和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其中将小

麦保险的保障水平由447元/亩提高到

1000元/亩。

数据显示，截至2月22日，全省已承

保小麦完全成本保险4312.4万亩、保费

规模16.5亿元，为农户提供风险保障431

亿元。

最低收购价 吃下“定心丸”

农民种粮收入如何，有赚头吗？

3月3日一大早，荥阳市高村乡种粮

大户司文江来到田间查看小麦墒情、有无

病虫害。他去年种了近600亩小麦，今年

扩大至1000亩。

扩种后，会不会担心粮食收购价过低

而赔本？“这个肯定不会！”司文江说，“粮

食保护价一直很稳定，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明确提出对稻谷、小麦的最低收购价适当

提高，收入有托底！”

司文江算了一笔账：这两年每亩地产

1100斤左右小麦，扩种400亩，按照往年

的行情，今年预计可增收20万元。“这就

是最大的底气！”

“不离土不离乡，在家种地奔小康。”

司文江深有感慨，如今在家种地不比外面

打工挣得少，去年一年净赚18万元。

跟过往每个春天一样，司文江依然对

丰收充满期待，且底气十足。

新征程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奋奋进进

牢记嘱托 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2021年度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
收集重要成果揭晓

十种“神奇种子”被发掘保护

用机制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运用

“2111”工作法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可降解新材料产业园
项目落户漯河

访谈会两2022

3月7日，汝阳县陶营镇大北西村农民在麦田浇灌小麦。连日来，该镇利用水渠、河塘、机井等水利设施，积极组织农民抗旱浇

麦，为夏粮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康红军摄

汝阳 抗旱浇麦保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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