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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周刊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办

7月10日，光山县龙山湖国家湿地公园一角。近年来，该县全面推进龙山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打造山青、水绿、林郁、田沃、湖美、
草茂的好生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谢万柏 摄

□本报记者 李晓辉丁需学

最近随着疫情形势趋于平稳，河南国润

牧业集团的牛肉销量逐步回升，叶县农业农

村局负责驻厂检疫的刘亚飞、闫志鹏也忙起

来了，每天早上 6点多到叶县洪庄阳镇国润

牧业集团总部，开始全程监督检疫肉牛屠宰

工作，宰前检验及处理、检验结果登记，屠宰

分割完毕后，做最后的产品出厂检疫，每一

个环节都合格后才发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并

网络备案。刘亚飞、闫志鹏每天都在重复这

一系列的“安检”工作，严格细致检测，保证

每一批进入市场销售的牛肉安全放心。

国润牧业集团总部主要是集团的研发

基地，拥有屠宰、分割、深加工、精包装高档

优质牛肉先进生产线和5000吨冷藏库及冷

链物流配送设施，可年加工分割部位牛肉

1.5万吨、调理制品 2000吨、熟制食品 3000

吨，为国内KA商超、餐饮酒店、西餐韩餐、肉

品批发市场供应、储藏、配送、销售冰鲜牛

肉、冷冻牛肉、深加工制品及牛副产品 200

余种。

7月 7日一大早，国润牧业集团大门口，

来运牛肉的车排成长队。

“目前每天有90~110头屠宰量，旺季牛

屠宰量能达 140多头。每天门口都是排队

的冷链运输车，分割后的热鲜牛肉通过他们

运往湖南、湖北、安徽等地销售，冷鲜牛肉主

要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国润牧业集

团董事长魏建东带记者边参观边介绍，“咱

们销往北上广的都是‘国润’品牌的高档牛

肉，特别是上海，‘国润’冷鲜牛肉非常受欢

迎，每年供应上海约 4500 吨，产值约 8000

万元。”

“所谓冷鲜肉，通俗说就是排酸牛肉。”

国润牧业集团总经理周亚坤介绍，“上午 8

点 30分屠宰完毕，热鲜肉直接开始分割然

后运走销售，冷鲜肉要在0℃~4℃恒温冷库

里经历24小时~48小时的排酸‘历练’，然后

才能到 10℃~12℃的分割车间里进行分

割。排酸后的牛肉进行精深加工分割，单体

包装，即一个部位一个整体真空包装，包装

后的牛肉可以保质45天左右。”

周亚坤告诉记者，排酸“历练”是为了将

乳酸分解成二氧化碳、水和酒精然后挥发掉，

同时牛肉细胞内的大分子三磷酸腺苷在酶的

作用下分解为新鲜的物质——基苷（即IMP，

味精的主要成分），肉的酸碱度被改变，新陈

代谢产物被最大程度的分解和排出。

据了解，在色泽、肉质上，排酸牛肉和热

鲜肉、冷冻肉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但排酸牛

肉具有三高：高蛋白、高能量、高营养；三低：

低糖、低胆固醇、低脂肪的特点。而且肉体

柔软有弹性，肉质也比较细腻，营养价值比

普通牛肉更高。

“平顶山的牛肉能持续供应上海，为上

海市民喜欢，关键还在牛肉的好品质。”平顶

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景涛说，除了“国

润”牛肉，郏县红牛雪花牛肉因品质丝毫不

亚于日本和牛肉，而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

可。

据介绍，70%以上的郏县红牛可以出雪

花牛肉，单体郏县红牛雪花牛肉的出肉率可

达 20%以上。郏县红牛肉的不饱和脂肪酸

占脂肪酸重量的58%以上，其独有的共轭亚

油酸，有融化脂质、软化血管和抗癌的功效，

被誉为“牛肉之王”，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的高端餐厅供不应求。2020年平顶山瑞宝

红牛肉业有限公司与上海羊鑫果蔬专业合

作社等 9 家客商达成合作，年向上海供应

3000头郏县红牛。

自 2020年以来，除了牛肉，平顶山市的

鸽子蛋、冯异醋、宝丰富硒梨、中原红饮料、

富硒面制品等产品纷纷抢滩北京、上海等地

市场，平顶山将名优特新农产品推介给上海

市民，并逐步推向全国。

“疫情对豫沪、豫京合作有一定影响，但

我们会持续推销平顶山的名特优农产品，擦

亮‘金字招牌’，时刻做好绿色、优质、高端农

产品供给准备，把平顶山市打造成上海、北

京等地的优质农产品供应外延保障基地。”

杨景涛说。

□本报记者 吴向辉 通讯员 卫伊果

我省种植（养殖）药材近 100种，道地大

宗药材 30余种，中药材产量、种植面积均居

全国前三位。

近年来，我省卢氏县、桐柏县、南召县、

西峡县等地利用当地自然资源，通过中药材

间套作栽培、轮作栽培、林下栽培、仿野生栽

培等种植模式，不仅种出了连翘、杜仲、山茱

萸、辛夷、黄精、七叶一枝花等一大批优质道

地药材，而且促进了中药材生产与生态的协

调发展。

6月 28日至 29日，河南省中药材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河南省中医药大学药学

院院长陈随清教授团队到卢氏县，普及中药

材生态种植知识，为当地中药材“把脉问

诊”。

卢氏县森林覆盖率超 70%，清新的空

气、优良的水质、较大的昼夜温差，造就了卢

氏中药材的地道品质。该县是河南省十大

优质中药材生产基地县之一，被誉为“天然

药库”，其中以连翘最为盛名，连翘资源总面

积已达 200万亩，其中人工种植和野生抚育

的连翘面积有 100万亩，年产量在 3000 吨

以上，占全国连翘产量的四分之一。

在双龙湾镇东虎岭村野生连翘抚育基

地，漫天遍野的连翘已经挂满了果实。该基

地野生抚育连翘近3000亩，通过人为干预，

连翘呈现出产量高、质量好的特点。连翘种

植大户韩建武介绍说：“通过野生抚育和仿野

生栽培，我们村发展连翘种植面积 1.1万多

亩，我家30多亩连翘去年卖了20多万元。”

“卢氏县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中药材

生态种植、野生抚育和仿野生栽培创造了条

件。”陈随清说，“今后这种‘人种天养’种植

模式将引领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像种庄稼一样种中药材，是造成药用

成分含量降低的重要原因。”陈随清表示，随

着中药材人工种植的面积越来越大，出现了

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等带来了残留超标、药

效下降等诸多问题。“中药材与庄稼不同，不

仅要注重产量更要注重质量，要保证药效，

让人吃了能治病。”

中药材生态种植、野生抚育和仿野生栽

培，就是让中药材返璞归真，回归原生态，提

升药效，杜绝有害物质残留超标。2019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的意见》强调，推行中药材生态种植、野

生抚育和仿野生栽培。2021 年，国家林草

局印发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野生抚育、仿

野生栽培三个通则，提出发展中药材种植要

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因地制宜、科学

发展，市场主导、融合发展，绿色环保、规范

生产”的原则。

我省大别山区、伏牛山区、太行山区等都

是道地中药材的核心产地，有着中药材生态

种植、野生抚育和仿野生栽培的优越条件。

据陈随清介绍，为持续推动中药材产业绿色

高质量发展，我省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将在

种苗的繁育、种质的提纯复壮、绿色病虫害防

治和产地加工等关键环节做好技术攻关与应

用，推动产业生态化，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7月 6日，2022年全国农业

综合行政执法大比武总决赛在武汉举

行。本次总决赛亮点纷呈，分为风采展

示、知识竞赛、模拟执法、评委现场点评

等多个环节。最终经过激烈角逐，我省

代表队斩获二等奖和队员个人优异奖，

同时获评优秀组织奖。

自 3月份以来，我省积极响应农业

农村部关于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

比武通知要求，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

参赛队员遴选，经过报名初选、复赛和

决赛，最终郑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4

名、济源示范区1名队员脱颖而出，组成

河南代表队并成功入围全国范围内参

加本次总决赛的10支代表队参与比赛，

取得了优异成绩。

本次参与全国总决赛，是我省农业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以来，参与的第一次

全国性比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征程中，本次活动

充分展示了新时代专业化、职业化、现

代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良好形

象，营造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当日，我省与湖北、湖南、江西、四

川、重庆、陕西、安徽等七省市还启动了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省际协作。下一步，

我省将与其他七个省市一道，在信息共

享、线索通报、案件协查、联合办案等方

面深入开展执法交流合作，共同为实现

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

航。 （本报记者）

推动豫京、豫沪农业领域合作开新篇

牵手共进牵手共进 合作共赢合作共赢

平顶山农产品争上京沪餐桌

支部引领 党员带头 群众自觉
长葛市佛耳湖镇大街小巷都干净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宗保社）“你

看，现在俺村大街小巷都干干净净！”7月 8日，

长葛市佛耳湖镇岗李村 70岁的李大爷说，这

都要感谢村里党员志愿者的付出。

今年以来，佛耳湖镇坚持党建引领，全域

推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和党员干

部的“头雁”效应，通过“五星”支部创建，以点

带面，突出“党建+”，全力做好人居环境提升

工作，助力村庄“颜值”不断提升。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通过共享共治，营造

良好舆论氛围，全力提升人居环境。”佛耳湖镇

党委书记武会民告诉记者，佛耳湖镇采取“党

委带动、支部推动、党员出动、党群互动”的工

作模式，通过微信群、大喇叭、宣传车、横幅等

多种载体，广泛宣传“六乱、六清、四起来”等人

居环境提升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引导群众

自觉参与。

同时，该镇印发1万余份人居环境提升倡

议书，充分发挥学校家庭互动优势，通过主题

党日、“小手拉大手”等活动，达到“教育一个学

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一个村庄”的目的。

此外，该镇利用“党员网格工作法”，将党员

参与人居环境提升工作纳入党员考核，作为民

主评议党员的重要依据，形成目标清晰、责任明

确、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目标考核机制，有力

推动党建和人居环境提升工作开展。按照村容

村貌现状分类ABC三类，坚持“周三观摩督导、

周六回头看”等工作机制，针对发现的问题，制

定“问题清单”，明确整改责任人，限期整改。

“党建+”示范引领，激发了群众参与热

情。该镇以每月“主题党日”活动为载体，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通过亮身份、践承诺、树形象、作标杆，带动群

众积极投身于人居环境提升改造中，实现从

“干部干，群众看”到“干部带头干，群众自觉

干”的转变。

人人参与 扮靓美好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韩浩 朱丝语 记者尹小
剑 见习记者李振阳）“过去这里环境很差，现

在臭水沟变成了小游园，有花有草、有健身器

材，既能赏景又能健身，真是太好了。”7月 8

日，站在淮滨县桂花街道新村社区“旧庙”遗址

正在建设的小游园旁，居民李先生高兴地说。

据了解，以前新村社区因地势低洼，一下

雨就会有积水，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100多米

的排水渠，到了夏季渠内蚊蝇乱飞、污水横

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新村社区广泛征集群

众意见，下决心让环境净起来、绿起来、美起

来。

为让有限空间兼顾景观性和实用性，桂花

街道各社区将“小游园”当“大工程”实施。以

社区人文底蕴为内涵，多方征求群众意见，召

开群众座谈会，融入民情民意，设计游园建设

方案。毛庄社区靠近淮河，居民家中废弃“老

鹰船”较多，该社区上门收购废弃渔船，外观统

一刷漆、喷绘，内部装填沙土种植花草，装扮成

“景观船”；新村社区动员本土乡贤、在外成功

人士捐助资金，发动社区干部、公益性岗位，无

偿建设小游园，积极动员群众栽种桂花、紫叶

李、女贞等绿植，铺设草坪，收集废弃砖瓦铺贴

走廊，利用石磙、石碾、磨盘打造休闲设施。

游园建好后又通过自愿的方式设岗定责，

由该社区公益性岗位对游园开展日常化保洁保

绿工作。游园建设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获得

了居民一致好评。目前，新村社区已有2个游园

可向周边群众提供休闲娱乐服务。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打造生态宜居乡村，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第一步。我们将充分运用

‘挖、埋、拆、治、绿、管’六字工作法，全面深入

排查整治‘六乱’，开展‘六清’，以清单化管理、

常态化整治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有效开展，

让群众幸福感进一步提升。”该街道负责人丁

焕红说。

渔船变游船 磨盘成景观
淮滨县桂花街道打造精致小游园

□本报记者 吴向辉

盛夏时节，走在兰考的乡村，干净整洁的

街道，花草掩映的游园，设施完善的农家庭院

……“环境好了，心里也舒坦了，生活越过越幸

福。”提起如今的生活环境，兰考乡村群众连连

点赞。

兰考县只是我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集中

整治行动的一个缩影。自2021年 11月以来，

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以“治理六乱、开展六清”为主要内容，高标

准推进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乡村变

美了、生活更好了”成为人们的共同感受。

据不完全统计，在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期间，全省共清理垃圾 478 万处，治理坑塘

34.4万个，整治乱搭乱建 82.8万处、清理残垣

断壁68.5万处、整治空心院51万个，整治广告

牌（栏）139万个……

全省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取得明显成

效，各地创新工作，涌现出了不少好经验、好做

法。

村容村貌大提升

全省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开展以

来，各地多措并举整治乱堆乱放、乱搭乱建，整

体提升村容村貌。

三门峡市通过“微改造、巧植入、精提升”，

深入开展“三五”创建，再造乡村形象，实现了

乡村“颜值”和“气质”双提升。

“三五”即村口五有、村内五园、庭院五

美。具体是：村口有高大乔木、有特色标识、有

微地形、有绿化彩化美化组团、有照明设施；村

内有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小游园、小公园；

庭院卫生美、整洁美、绿化美、文明美、和谐

美。目前，该市 70%的村实现了村口“五有”，

建成“五园”11326个，各级“美丽庭院”示范户

1.9万户。叫响了一批“福满小河”“桃园李曲”

“荷香下村”“凤起栾村”等风格迥异的乡村名

片，初步形成了一村一韵、一村一景、一村一特

的局面。

厕所革命效果好

全省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以来，我省各

地因地制宜推广不同的污水处理模式，生活污

水从之前的“顺路跑”，到现在的“管网流”，村庄

污水横流现象明显减少。农村厕所革命扎实推

进，并探索出有效的管护机制。

在兰考县，全县已有13.3万农户完成了改

厕，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96%。为做到农户改

厕与污水处理有效衔接，该县探索卫生化收

集、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智能化服务、规

范化管理的“五化”模式，实现了农村厕所“满

了有人抽，抽了有人用，坏了有人修、保持正常

用”。

该县为做好农厕粪污的资源化利用，靠近

花卉、蔬菜等种植基地建设大三格化粪池，方

便粪污就地转化利用。在仪封镇菊花种植园，

收集的粪污经地头的大三格化粪池处理后，通

过水肥一体化设施直接就能喷灌到田间，可为

每亩地节约50公斤的尿素。

“自从厕所改造后，干净了不臭了，苍蝇也

没了，娃娃上厕所也不害怕了。”这是改厕后人

们普遍道出的心声。

持续推进不放松

全省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开展以

来，各地把整治行动作为推进转型发展的关键

一招、乡村振兴的第一场硬仗，高位推动，常抓

不懈。

为解决“清理容易保持难”问题，漯河市全

面推行“1133”长效机制。一个“1”是成立一

个组织。各行政村分别成立人居环境整治理

事会，负责本村人居环境整治各项工作任务落

实。另一个“1”是建立责任体系，完善实施网

格化管理模式，由网格长统揽“六长”（路长、巷

长、坑塘长、园长、田长、河长）做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监督、长效维护工作。一个“3”是落实

农户“门前三包”制度、评星积分制度、环境卫

生收费制度三项制度。另一个“3”是完善常态

化的检查评比机制、环卫监督员奖惩捆绑机

制、群众随手拍举报奖励机制三项机制。

周口市由市委市政府领导带队观摩，现场

抽签观摩的县、乡、村，当场点评问题，当天排

出名次，压力传导层层落实，不落一村。通许

县、息县织密责任网，形成“一对一”“点对点”

的指导体系，明确责任分工，充分调动各级干

部工作积极性。

根据省政府要求，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行动将持续到今年年底，年末将对各地集中整

治行动进行总结考评，评出整治成效好的 10

个县 100个乡 1000个村，对整治成效好的县

通报表扬，对整治成效好的乡和村进行奖补，

并作为全省美丽乡村建设的示范，持续加大扶

持力度，以带动全省创建环境美、田园美、村庄

美、庭院美的“四美乡村”。

夯实“底子”扮靓“面子”
我省高标准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大比武总决赛上

河南代表队创佳绩
“人种天养”产好药

我省推广中药材生态培育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