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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本报记者 刘景华 通讯员 张海军

“沙沙沙——”自动喷水系统开启，

犹如密集细雨。

应对高温天气，连续几天晚上，卢

氏县林海兴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遍布

全县 15个乡镇的 30多个香菇产业基

地上千座香菇大棚里，100多名技术员

正统一组织 3000 多户菇农给菌棒喷

水，通过喷水降温加大温差刺激快速出

菇。

“你看，这香菇出得多好！出得稠、

菇形好、长得快、后劲足！”7月 9日，在

该公司范里镇庙子村香菇基地 2号大

棚门口，技术员莫志宏还给数十位菇农

讲起了喷水作用和技术要领。

走遍卢氏城乡，白天到处是采菇、

加工、外运的繁忙景象。传统香菇产区

朱阳关、瓦窑沟、狮子坪 3个乡镇试点

建设的 644个标准化简易香菇大棚完

工投用，位于城郊的产业集聚区香菇食

品加工产业园内，与日本客户合作生产

的益生元香菇多糖固体饮料、香菇蒲公

英压片糖果、蓝莓叶黄素香菇压片糖果

以及香菇酱、香菇水饺正在加紧生产。

夜晚，应对近来的高温天气菇农普

遍采取喷水、通风等降温措施，提高出

菇率、花菇率。在卢氏县与上海市农科

院、河南省农科院开展“院县共建”成立

的中原食用菌研究院内，参与国家重点

研发项目两项、承担省市级科技计划项

目5项，科研工作者正在夜以继日开展

菌种繁育推广等技术攻关。

卢氏县香菇生产规模达 3.6亿棒，

年产香菇36万吨，分别占全省、全国产

量的10%、3%，是全国五大香菇生产核

心区之一、伏牛山优质香菇产业集群的

核心区，有着“香菇之都”的美誉，香菇

生产加工到处热火朝天，空气中弥漫着

浓浓的香菇香味。

卢氏县提出打造国内知名的“中国

香菇第一县”、国内一流的“香菇食品加

工强县”、国内最大的香菇提取物原料

供应地，按照“创新引领、要素聚集、产

业融合、绿色发展”的路径，在科技研发

上做文章、在打造品牌上下功夫、在精

深加工上求突破，努力实现香菇产业由

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由短链条向宽领

域转型、由粗放型向集约式转型。

龙头企业带动。3月 11日，卢氏县

在香菇产业链基础上，成立香菇产业联

盟，吸纳县内 50余家骨干香菇生产、加

工、出口企业和 200余家香菇专业合作

社抱团发展。建设全国产能最大的香菇

提取物加工产业园 1个，预计 9月底建

成投产；建成香菇水饺加工企业1家，日

产能达80吨；建成利用香菇废旧菌棒生

产有机肥企业 1家。全县形成 1000万

棒以上规模的香菇专业乡镇7个。

产业政策扶持。卢氏县先后争取

到“产业强镇”、省级食用菌现代产业

园、国家级产业集群等项目支持，配套

出台了《卢氏县香菇产业发展意见》，针

对香菇标准化种植、菌棒加工、出口加

工、精深加工、冷库建设等给予奖补，形

成了完备的香菇产业发展政策体系。

金融扶贫助力。卢氏县整合中央、

省、市、县四级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

资金 1.4亿元投入香菇产业，撬动社会

资本新增香菇产业发展投资 7.3 亿

元。该县还探索出了“香菇贷”“新型政

银担”等金融扶贫助力香菇产业发展方

式，引导菌棒加工企业和菇农建立长期

稳定合作的产业化联合体，银行根据双

方买卖合同，对菇农授信、企业担保、信

贷资金到位后由菇农委托支付给企业，

菇农凭银行支付凭证提货，实现资金闭

环管理，促进菌棒质量提升。

助企纾困发展。卢氏县积极组织

农商对接会，今年6月帮助县内企业拿

到郑州信基 5000万元香菇订单、丹尼

斯800万元香菇订单，帮助香菇水饺进

入西安、武汉、郑州等地高校餐桌，协调

香菇酱进入多地商超。今年5月以来，

卢氏县还减免了 3家香菇企业厂房租

金 614.4万元，帮助县内多家香菇企业

享受“六税两费减免”“周转续贷”等优

惠政策。

▲77月月77日日，，宁陵县石桥镇万集村吕光辉蟠桃种植园内宁陵县石桥镇万集村吕光辉蟠桃种植园内，，农民正农民正
在采摘蟠桃在采摘蟠桃。。该蟠桃园是豫东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育种该蟠桃园是豫东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育种
团队新品种独家转让单位团队新品种独家转让单位，，眼下眼下，，引进的新品种蟠桃挂满枝头引进的新品种蟠桃挂满枝头，，绯红绯红
橙黄橙黄、、硕大扁圆的蟠桃煞是喜人硕大扁圆的蟠桃煞是喜人。。 吕忠箱吕忠箱 摄摄

▲7月10日，沈丘县周营镇一处现代特色农业种植基地，瓜农忙
着打杈、抹芽、从事吊蔓哈密瓜的精细活管理，查看吊蔓哈密瓜的长
势。近年来，该镇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结合市场需求，发展“订单
农业”，帮助农民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谢辛凌 摄

7月10日，柘城县起台镇大史小村药材种植基地，村民们在采摘雪菊花，基地内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近年来，当地政府积极引导村民采取“家庭农场+基地+农户”
的模式发展中草药种植，形成集种植、研发、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 张子斌 摄

77月月1010日日，，
杞县五里河镇的杞县五里河镇的
民兵正在农民的民兵正在农民的
果园里帮助采摘果园里帮助采摘
李子李子。。该镇积极该镇积极
发挥发挥““一村一警一一村一警一
连连””的作用的作用，，引导引导
农民发展林果农民发展林果种种
植植，，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民增收
致富致富，，加快乡村振加快乡村振
兴兴。。 刘银忠刘银忠 摄摄

▲

本报讯（通讯员李强刘力娜 记者

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阳）日前，河南省

农业农村厅水产局公布了2022年新认

定的省级水产原、良种场名单，潢川县

河南省农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被评

审、认定为省级水产良种场。

近年来，潢川县充分利用水产资

源优势，瞄准小龙虾产业，大力推行

“稻虾共作”模式，实现了“一水两用、

一亩双收”，成为淮河小龙虾第一县。

全县小龙虾养殖规模由2016年的两万

多亩发展到现在的 38.2 万亩，稻渔综

合种养面积达 35.8 万亩，小龙虾加工

能力近 3 万吨，产量近 4000 万公斤。

目前，潢川县小龙虾产业进入全国小

龙虾产业前 30强，成为赋能乡村振兴

的主导产业。

为提升全县小龙虾苗种供给及质

量，该公司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

用，持续加强与科研院所、专业机构的

合作，在种苗繁育、水稻品种的选育上

加大与地方高校和院士团队的合作，

联合打造河南省小龙虾良种选育繁育

基地。

除此之外，潢川县践行发展新理

念，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度重

视小龙虾种源保育，计划实施考城万

亩小龙虾繁育基地项目，注重规划引

领，出台扶持政策，确保小龙虾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推动全县小龙虾

产业整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发

展。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段阳
东）“过去养牛是为了农耕生产，现

在养牛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让牛

卖个好价钱，现在我养牛更讲究科

学方法，怎样养出的牛个头大、长得

快、卖价高我就怎么养，现在真的是

养牛的好时候！”7 月 10 日，确山县

新安店镇槐树庙村肉牛养殖大户李

建华说。

近年来，新安店镇按照全县肉牛

产业发展布局和规划，鼓励和引导群

众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肉牛养殖，不断

增强肉牛供给保障能力，巩固脱贫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努力将肉牛

产业培育成助农持续稳定增收的支

柱产业。

该镇抓住肉牛养殖补贴政策红

利 ，将 各 项 政 策 宣 传 做 到 家 喻 户

晓。抓住资源优势，通过养牛过腹

还田，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形成良

性循环，减轻畜牧业依赖于粮食的

负 担 ，确 保 肉 牛 产 业 健 康 快 速 发

展。持续抓好粪污资源综合利用，

有效进行粪污资源化利用，提高畜

粪污综合利用、良好环境人人受益

的思想认识。

为切实提高科学化养殖水平，新

安店镇从改善养殖肉牛思想观念、提

升养殖水平和规模入手，截至目前，

举办养牛技术培训两期、培训养牛群

众 60 多人次。目前，全镇肉牛养殖

大户已有20多户、养殖肉牛2583头。

确山县“畜”势勃发“牛”转乾坤

本报讯（通讯员薛建祥 代盼盼
余梦周 记者尹小剑）7月 10日，信阳

市平桥区郝堂村荷花次第盛开，迷人

的景色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微风吹过，莲叶微微摇动，翩翩起舞

的白鹭翱于莲间，荷塘古树与古朴民

居相映生辉，犹如一幅夏日山水画。

近年来，平桥区把乡村旅游创新

发展作为重点来抓，依托山水优美、

文化灿烂、生态优越的组合优势，坚

持以豫楚文化为灵魂，以美丽乡村为

载体，以全域乡村旅游为方向，致力

于把平桥打造成“山水如画、乡村如

诗、田园如歌”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平桥区把发展乡村旅游融入乡

村振兴战略和美丽乡村建设中，同保

护生态资源、改善人居环境、带动居

民增收、培育文明乡风结合起来，推

动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坚持

“不挖山、不扒房、不砍树、不填塘”，

打造了一批集住宿餐饮、休闲娱乐、

度假养生、文化体验、摄影观光、农事

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美丽乡村。

平桥区引导各乡镇（街道）依托

特色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开发康养休

闲、农事体验、红色旅游等新型旅游

产品，美化乡村田园，挖掘乡土街巷、

民居特有文脉，重建好乡村聚落原乡

景观，让游客感受原汁原味的乡村生

活。通过发展文旅、农旅等项目，各

村找到乡村振兴的“金钥匙”，逐步形

成了“到生态平桥，看淮上江南，赏豫

楚风韵”的旅游品牌，实现了全域宜

业、宜居、宜养、宜游。

信阳市平桥区 郝堂荷花开 带热乡村游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刘天
鹏）“哥们哥们，这么新鲜的葡萄爱了

吗，‘夏黑’已经熟了，随时欢迎大家

来观光采摘。”7月 10日，在西平县出

山镇八张村西部古寨特色种植基地，

工作人员直播的热情叫卖声吸引了

记者的注意。

放眼望去，一排排葡萄架连绵成

片，一串串黝黑的葡萄缀满枝头，微

风拂过绿油油的葡萄叶，清香的果味

四溢。“这个基地离棠溪源国家森林

公园很近，空气清新，水土也好，结的

瓜果格外甜，现在正值学生暑假，没

事的时候我会带着孩子来这里采摘

一些时令水果，然后去爬爬山。”从县

城驾车前来采摘葡萄的居民李明华

说，只要一有空闲时间，她就会带着

亲朋好友来这里转转，观赏旖旎风

光，品尝新鲜水果，享受采摘乐趣。

“原来这是一片荒地，经过3年多

的开发建设，现在仅葡萄种植面积就

达 500多亩，带动周边 100多名村民

就业。”该基地负责人赵宏伟说，在该

镇党委、镇政府的支持下，基地快速

发展，已流转土地 1500余亩，初步形

成了集苗木林果种植、休闲观光旅

游、研学拓展训练于一体的休闲观光

采摘模式。

“随着观光采摘游的兴起，我们

将以县里实施的‘文旅振兴’工程为

契机，积极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模

式，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大力发展特色

农业和现代生态观光农业，精心打造

田园休闲体验旅游产品，不断推动全

域旅游发展。”该县文广旅局相关负

责同志说。

西平县 葡萄成熟时 游人采摘乐

卢氏县 香菇之都菇香浓

田间地头谋振兴
口通讯员 纪道成杨绪伟
本报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阳

“茶山入口处的标识设计不够吸

引人，还需要提升，要有乡土特色。”

“民房的改造要加快，既要方便

群众，又要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乡村振兴示范区项目的招商引

资，要立足优势，坚持结果导向。”

…… ……

7月 8日，商城县委书记胡培刚、

县委副书记陈世玉，以及该县县委

办、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县

美丽乡村建设服务中心等相关单位

负责同志，深入道路村庄、田间地头，

调研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工作。

在该县电商大厦项目建设现场，

挖掘机紧张施工，工人们挥汗如雨；

在鄢岗镇余寨村白鹭园，夏花璀璨，

游园如画，数万只白鹭枝头翩飞；在

河凤桥乡观音山连绵起伏的岭岭坡

坡，新栽种的油茶苗长势喜人，山脚

下，立新村吴楼组的房屋立面改造和

绿化小品建设如火如荼……

调研到河凤桥乡田湾社区时，已

是中午 12时多，该县政协副主席、县

财政局局长何秋彦赶来了，县交通运

输局和相关乡镇主要负责同志赶来

了，大家围坐在社区旁的凉亭下，恳

谈发展举措，共谋振兴大计。

“目前示范区所涉乡镇的启动资

金为500万元，整合资金量已达8000

万元。”“示范区的建设一刻不能耽

搁，要对项目建设倒排工期，形成通

报机制。”“县直单位包联乡镇，要同

担当、共荣辱，同心协力把示范区建

设好。”

正午的温度越来越高，讨论交流

的气氛越来越热烈。

“商城是我们工作、生活的家园，

建设好商城、服务好商城人民，我们

责无旁贷。”胡培刚语重心长，“思路

一变天地宽。同志们的思想要更解

放些，善于从大别山老区振兴政策中

寻找机遇，创造性破解工作中遇到的

瓶颈问题。”

“作为示范区乡镇，我们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一定要牢记‘两个更

好’殷殷嘱托，围绕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谋振兴，让发展的成果真

正惠及人民群众，提升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一位乡镇负责同志

的感言引起大家共鸣，此刻，大家的

心里都憋足了一股劲儿。

潢川县新增一家省级小龙虾水产良种场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郜
敏 张军）“今年的葡萄特别好吃，这是

我今年第二次来这个葡萄园采摘，摘

了4箱，带回去给家人朋友分享一下。”

7月 11日，在太康县杨庙乡大王庄行

政村葡萄种植基地，专程从太康县城

赶来采摘的市民宋海丽告诉记者。

在杨庙乡大王庄行政村，200多

座葡萄大棚整齐排列，村民正忙着采

摘葡萄，众多游客也前来打卡尝鲜，

一派丰收的景象。

大王庄行政村种植户张翠红的葡

萄大棚种植的品种为玫瑰香，凭着品

种名贵及果肉多汁等特点备受游客青

睐。张翠红介绍，多年来她一直种植

巨峰葡萄，品种较为单一，2020年，在

乡政府的支持下，她考察学习后引进

了玫瑰香、夏黑等品种，通过精心管

理，今年她所种出的葡萄长势很好。

“我种了 4个棚 3亩多地，一亩地

葡 萄 产 量 2000 多 斤 ，收 入 两 万 多

元。”张翠红告诉记者。

据悉，大王庄行政村共发展葡萄

大棚 210座，面积 150多亩，种植户 98

户，年总产值达 140多万元，葡萄产业

已成该村村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太康县 打卡尝鲜热 葡萄采摘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