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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侯伟峰）新摘的西瓜、甜

瓜从大棚里运到地头后，6月14日上午9时，刘士磊在

泌阳县士磊家庭农场开始了每天例行的网上直播。

“视频号、抖音号同时直播，每天能卖2000多元

吧。”今年，刘士磊大棚立体吊蔓种植了一亩西瓜和两亩

甜瓜，因为品种优、口感好，西瓜每斤售价6元，甜瓜更

是卖到了每斤8元。眼看西瓜就要罢园了，刘士磊略显

遗憾，“明年一定多种点”。

13日下午，下河村东卫淌村民组纪宏金的12亩桃

园里，泌阳青年抖音联盟负责人蒋双印和他的团队正在

帮助纪宏金直播卖桃。

“每次直播在一个小时左右，流量能达2万多人。最

多时，13个主播同时直播卖货，每天销售3000斤以上，

再有3天，基本能卖完。”蒋双印介绍说。

网红带货、果农当网红、农场主成为网红。在泌阳

县，果农、农场主悄悄成了自家特色农产品的代言人。

在马谷田镇河南村，桃树、梨树种植面积有3000多

亩，“韩小胖”“杨苗”“魏姐”都是有名的“网红”，为了拓宽

销售途径，村“两委”筹资120万元建成了占地3亩的展

销厅，设置4个直播间，展厅、包装车间一应俱全。河南

村党支部书记余永立认为，“要有更多为河南村代言的

‘网红’，真正实现农产品网上卖、直播卖，变网络流量为

线下人流量，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南村，做客河南村。”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何俊
卿）6月13日上午8时许，在平顶山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滍阳镇农贸市场一

侧，王志华已卖完瓜并熟练地数着当

天卖瓜的钱。类似的动作，王志华最

近天天在重复着。

今年32岁的王志华家住叶县龚

店镇余营村，初中毕业后，因酷爱农

业种植，他通过自学与实践操作，熟

练掌握了各种蔬菜、瓜果的种植技

术。

今年1月，王志华在滍阳镇焦庄

村承包了30亩耕地，春节后，他采用

“大棚+地膜覆盖”技术开始甜王西

瓜的育苗、移植、培植。“五一”前夕

西瓜上市，每斤售价1.2元。王志华

日最高“出园”西瓜1.5万斤，收入1.8

万元！

西瓜卖完了，王志华开始平整已

腾茬的土地。“现在开始种植的是小白

菜、上海青等，因为底肥足，墒情好，一

个半月即可上市。”王志华说，其间还

将间作套种黄瓜、晚豆角、辣椒、番茄，

国庆节前上市。接着种植萝卜、白菜、

芹菜等时令蔬菜，年底前后上市，实现

一年四播。

焦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杨

小克说：“王志华流转的30亩土地，一

年四播四收，除去土地租金、人工费、

水电费后，保守讲一年赚30万元没问

题！”

能不能达到杨小克所说的目标？

王志华坚定地回答：“能！杨书记说的

是真哩！西瓜每亩合计都卖了小万

把块钱，接下来哪一茬菜每亩咱不挣

个小几千块钱。”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张海军
高长军）“去年，5年生的1.45亩黄精卖了

14万元；今年，这块4年生的3亩多苍术，

秋天种子和根茎也要收入十几万元。”6月

15日，说起种植药材的生产效益，62岁的

卢氏县潘河乡卢氏沟村民张焕成很是自

豪。

卢氏沟山大林深，连翘、苍术、黄精、白

及等野生中药材自然资源丰富，为人工繁

育、引种赋予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近

年来，卢氏沟因势利导，有计划分批抚育管

理4万亩野生连翘，大力推广生态中药材

规模化种植技术，线上线下拓宽中药材销

售渠道，2020年以来，卢氏沟300余户农

户中药材种植面积1000余亩，年收入达

1200余万元。

中药材种植让卢氏沟的农民由粮农变

药农，除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外，在家的老

少妇孺常年上山采药、下田种药，一年到头

不闲着，涌现出一批生态中药材产销专业

户和致富能手，撬动了加工、电商销售、旅

游休闲等产业。身残志坚的村民陈正旺到

陕西学习白及有性繁殖技术，在家门口建

起了6个育苗大棚，年销售白及苗3万余

株；工程老板权文亮、金文亮转行回村进行

规模化中药材种植；村“两委”引进灵宝客

商投资千万元建成了连翘初加工企业，实

现了“山药”下山、效益翻番、集体受益、药

农赚钱。

“卢氏沟合并后的潘河村，计划用3年

时间将全村中药材种植面积扩大到1600

亩，高效野生连翘抚育面积达到10000

亩，中药材年产量达到100吨。”潘河村党

支部书记牛雪峰说。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

章华阳）“现在芡实苗已经种上了，这几天

我们就准备下鱼苗，等到芡实能收获的时

候，鱼也可以收了。”6月14日，在淮滨县期

思镇芡实种植基地，该基地负责人杨绪彬

向记者介绍起芡鱼共养的新方式。

近年来，期思镇依靠自身自然优势，

坚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原

则，积极探索绿色生态农业，大力发展芡

实种植产业，成立芡实种植“党建联盟+

产业联盟”，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村党

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农户”的

运营模式，紧密利益联结，实现四方利益

共赢。

芡鱼共养中的鱼是乌鳢。乌鳢生命力

强，能够在含氧量较低的芡实田中生存，很

适合进行套养。

“去年期思镇芡实种植基地的芡实平

均亩产达500斤，500亩芡实田带来了375

万元收益。同期的乌鳢产量也很高，按照

市场价每斤10元的价格，年收入也达到了

250万元。”淮滨县农业农村局技术员王振

旭说。

该镇纪委书记黄岭表示，芡鱼共养的

模式完全符合绿色环保无公害的标准，发

展该模式不但切实可行，而且效益可观。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李振阳通讯员吴文狄）“虾苗

投放讲究多，时间、温度、天气都很重要。”6月16日清晨，

商城县李集乡卢寨村营申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李中奎

一边忙碌着投放虾苗，一边向记者介绍道，“今天投放的

这批虾苗半个月后就可以出成品虾，每亩成品虾产量在

280~350斤，除去成本，每亩收入在3000元左右。”

李中奎是营申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他承包

了近210亩土地发展稻虾共作模式，一年纯收入40多

万元。在他的带动下，全村及周边有20余户发展稻虾

共作模式，效益非常可观。

“现在小龙虾不愁销路、供不应求，我们跟着他学

习这种种养模式，有技术上的问题及时向他请教，目前

俺家稻虾共作面积有100多亩，相比单纯种植粮食作

物，收益要高出一大截儿。”卢寨村农民杨可成笑着说。

目前，该县共有稻虾综合种养农田5万余亩，年产

值达1.4亿元。

“我们将着力培育此类具有发展前景的特色农业，

引导农民发展优质高效农产品，为群众开辟更多的致

富门路。”该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许金安 通

讯员赵明辰）6月19日下午，洛阳应天

门遗址博物馆，室外酷暑难耐，室内群

情激昂。“嵩县爱你”第二届乡村运营

商招募大会现场，嵩县县委副书记、县

长辛俊峰的欢迎辞，更像是一部嵩县

宣传片。

乡村运营是实现产业兴、百姓富、

乡村美的重要途径。乡村振兴最缺的

是人才，欢迎更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与乡亲一道以运营商的姿态，把乡村建

设得更加美好；政府会帮助做好乡村运

营，除注入1000万元引导资金外，还将

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帮助运营团队

打造企业平台、产业平台、研发平台、

营销平台。

19分钟的推介，赢得与会人员阵

阵掌声。

相关运营专家、学者看好嵩县，

对该县盘活乡村资源，创新经营模

式，助力乡村振兴的做法给予肯

定。大会也吸引了爱奇艺文旅中

心、河南建业新生活现代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伏牛山乡建学院与河南

大学、洛阳理工学院等16家运营商

现场签约。

“您好，我们是县委巡察办工作人

员，‘三夏’期间，家里有返乡人员吗？”

“现在处于特殊时期，非必要不返乡，

尽量少出门，不扎堆，不聚集，出门一

定戴口罩。”近日，沈丘县委巡察办副

主任朱莹在华丰小区对自己负责的网

格内流动人口进行信息登记，并劝导

做好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工作尤为重要，巡察工

作的扎实推进刻不容缓，巡察进驻

工作1月有余，沈丘县委巡察办在落

实疫情防控的同时坚持做好巡察工

作。

十三届沈丘县委第一轮巡察主要

围绕县委县政府安排部署，重点聚焦

“三边四化五美”，“3+2+1”“5+2+1”工

作及“强作风，优服务，推落实，促发展”

作风建设年等重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

开展精准监督，同时做好分包小区的疫

情防控工作。

“时间紧，任务重，沈丘县委巡察办

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的同时，按照时间

节点有序推进巡察工作，坚持做到统筹

发力，抗疫巡察两手抓，两不误，在全力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序推

进全年巡察工作计划。”沈丘县委巡察

办主任张涛说。

（邢芳芳）

6月20日，在通许县邸阁乡冯庄

村，一座座钢架大棚排列整齐、鳞次栉

比。据邸阁印象高端果蔬产业园负责

人刘自中介绍，产业园规划占地1500

亩，总投资1.5亿元，其中，种植高档林

果300亩、中药材300亩，建设有温室

拱棚300座、占地 50280平方米，目

前，已与中国农科院合作建设研发基

地。近年来，邸阁乡坚持把“三农”工

作作为全乡重点工作，积极培育壮大

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朱金涛）

连日来，郑州农商银行铭功路支行

通过“厅堂+外拓”同步推进，建立金融

服务分队，组织常态化营销推广第三代

市民卡。办理市民卡既是郑州农商银行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也是便利百

姓的一项重要工作。 （李春燕）

村美民富产业旺 乡村振兴谱新篇

为打造“安全、有序、整洁、文明”的

宜居宜业新农村，郑州市郑东新区杨桥

办事处根据辖区实际情况，以项目建设

推动辖区可持续发展，极大改善了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幸福

指数。

据悉，杨桥办事处投资4000余万

元，在6个行政村修建近6万米污水管

网，投资870余万元，建设5座污水处理

站，目前均已完工并投入使用；辖区雨水

工程正在施工，建成后将切实解决石沟

污水口排放及村内雨水排放问题，改善

辖区农业生态环境和生态效益，提高辖

区人民的生活质量。此外，杨桥办事处

对辖区行政村生产道路进行升级改造，

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

下一步，杨桥办事处将把项目建设

作为惠民生的重要支撑，坚持“项目为

王”，着眼交通、水利、环保和民生保障等

领域，及时回应百姓诉求，让群众看得

见、用得上、感受得到，不断增进民生福

祉。 （安书伟）

郑东新区杨桥办事处以项目建设促民生实惠

郑州农商银行铭功路支行推广第三代市民卡

嵩县等你来运营

沈丘县委巡察办打好巡察防疫“组合拳”

瓜菜轮作 一年四播四收
叶县新农人找到致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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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景华通讯员邢
博 屈建国）6月19日，在灵宝市川口

乡西岭村，随着一台播荫植保机缓缓

升腾，拉开了飞播造林的序幕。

飞播造林是利用飞机播种对大面

积宜林荒山进行绿化，具有速度快、效

率高、省劳力、质量好的优势。今年，

灵宝市在省级飞播造林1.5万亩的基

础上，争取秦岭东麓项目国家级飞播

造林1.5万亩，共计3万余亩。

本次国家级飞播造林涉及朱阳镇

7个村，面积17400亩。省级飞播造林

涉及川口、寺河、苏村3个乡7个村，面

积15000余亩。飞播造林以营建常

绿、彩叶、用材林混交的生态效果为

主，树种主要选择侧柏、苦楝、臭椿、白

榆、栾树、五角枫、连翘等，共计3.45万

斤。

灵宝市飞播造林3万亩

泌阳县
线上“水果摊”真火

商城县
稻虾共作效益高

卢氏县潘河村 药材下山致富路宽

淮滨县期思镇 芡鱼共养一田双收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通讯员李鸿珍）
6月15日，三门峡市湖滨区山水林田湖草

沙综合治理项目观景台上、大禹文化公园

的葱葱一角……处处风景处处美。

2020年湖滨区全力打造黄河流域湖

滨区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山

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项目落地高庙乡

大安村后，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先是修路，然后是高标准生态梯田、

大禹文化公园、中流砥柱研学中心、矿山森

林公园等一批项目陆续推进，环境越来越

好，很多游客前来赏景打卡。我们村出门

有黄河，家附近就是公园，村里人直说自己

住在风景区里。”说起变化，大安村党支部

书记张红新仍难掩激动，“项目建设让村民

有了流转土地的收入，梯田的规模化种植、

项目建设及后期的运营，都为农民提供了

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今年夏天，大安村的“夜经济”着实火

了一把，慕野星空露营基地受到很多人追

捧。暮色四合，游客们在黄河岸边或携家

带口聚餐烧烤，或友人围坐欣赏表演，享受

露营带来的快乐。“我们会扩大规模、提升

服务，让三门峡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旅游

带来的乐趣。”慕野星空营地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向丽）

“我种的是湘蕾五号，俗称‘花王’，具有花

蕾齐、花质优、产量高的特点，它的产量是

普通金银花产量的5~10倍。今年是我定

植后的第二年，亩产干花在200斤左右，市

场价75元/斤，估计收入30万元没问题。”

6月14日，在宝丰县闹店镇贾寨村中药材

种植基地里，种植户张少峰盘算着经济收

入，满怀信心。

2021年，张少峰通过外出学习，在金

银花田里套种了大阪菊、婺源菊、亳菊、金

丝皇菊等中药材。“金银花的采收期在6月

份，菊花根据品种的不同采收期在9月份、

10月份，二者采收期不同，生长也互不影

响。”张少峰介绍说。

由于合理选择了间套药材品种，尽管

张少峰的中药材种植基地面积不大，但收

益很可观。菊花每亩可产湿花 2000~

3000斤，亩收益在1万元左右。湘蕾五号

金银花盛花期亩产湿花2000斤以上，亩均

收益在4万元左右。

平时十多名村民在张少峰的种植基地

里务工，每天可收入60元左右。与此同时，

张少峰已成功带动一户村民种植金银花，并

为其提供技术指导，统一管理和收购等。

“目前，闹店镇已发展各种中药材种植

近200亩。下一步我们计划联合电商销售

平台，打造以金银花、菊花、艾草等为主体

的中草药生产示范基地，提高种植效益，助

力乡村振兴。”该镇党委书记杜俊锋说。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王会一）“我在村里蔬

菜种植大棚里干活儿，一天能挣80块钱，还不耽误接送

孩子。”6月20日，在鄢陵县彭店镇北吴家村蔬菜种植

基地，63岁的张玉兰笑容满面。

近年来，北吴家村依托“党支部+集体经济+农户”模

式，大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打造农业特色产业，使全村

集体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农民生活变得更加富裕。

2021年，经历“7·20”洪涝灾害，北吴家村的10个种

植大棚全部被毁。在惠农政策的支持下，北吴家村整合集

体土地80余亩，重建大棚6个，种植羊角蜜、辣椒、甜瓜等

果蔬，经过一年的发展，种植的羊角蜜亩产值3万多元。

“新筹建的14个大棚马上就能投入使用，蔬菜、瓜

果产业规模化种植将进一步扩大，集体经济收入将进

一步增加，收入将用于股民的分红和人居环境整治，发

给村民的福利也将进一步增加。”北吴家村党支部书记

吴四成说。

“我们将以创为过程、以建为目标，全面提升基层

治理的标准和层次，实现基层党建工作提质升级。”彭

店镇党委书记王林锋说。

鄢陵县北吴家村
果蔬大棚壮集体富群众

湖滨区大安村 生态饭越吃越香

宝丰县闹店镇 金银花里摘金银

6月22日，在沈丘县周营镇孔营村旺蔬篷农业种植合作社一块玉米种植基

地里，技术员正驾驶一台大型植保机械喷施玉米化控除草剂和防治玉米病虫害的

混合生物农药。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谢辛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