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焦莫寒李丽

河南处于南北气候过渡带，是“北

药”的南界、“南药”的北界，因此中药资

源呈现生物多样性明显、药材产地正、

种类多、质量佳、品质高、产量大的特

点。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我省中药材

产业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

和推进举措，扎实推进中医药继承创

新，推动中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

河南省由中医药大省向强省转变。通

过实施“四优四化”为重点的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专项行动方案，我省大力

发展以优质中药材为代表的特色优势

农业，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强省。

绿色发展，提质增效助转型

河南植物类道地药材种类繁多，其

中“四大怀药”（怀山药、怀菊花、怀地

黄、怀牛膝）和“八大宛药”（艾草、山茱

萸、金银花、辛夷、丹参、夏枯草、栀子、

桔梗）及连翘、白芷、红花、柴胡、猫爪草

等17种中药材，种植面积、产量及质量

在全国均居领先地位。

近年来，省农科院深入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四优四化”农业发展战略，

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和我

省道地中药材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构建绿色优质高产高效生产技术体系，

以“有序、安全、有效”为导向，以优质中

药材新品种为支撑，以绿色高产高效生

产技术为引领，以优质中药材繁育研发

及科技示范基地为依托，以全产业链布

局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药材好，药才好
绿色优质高效栽培技术是保证中

药材药效的技术关键。通过提高绿色高

效栽培技术集成示范，实现中药材的安

全、有效、稳定、可控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金银花清香淡雅，种植和管护难度

小，是比较常见的药材。

省农科院研究员、国家中药材产业

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梁慧珍介绍，省农

科院中药材研究团队针对当前金银花

生产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集聚多学科力

量协同攻关，以优质中药材金银花种植

示范基地为依托，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密银花1号”为核心品种，连续4年

在福森药业金银花种植基地开展标准

化技术的集成与示范工作，构建安全、

优质、高效的生产技术体系，以点带面，

辐射带动，为我省金银花产业规模化发

展和标准化生产提供科技支撑，提高了

金银花产业的经济效益，有力推动了我

省金银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目前，淅川县金银花种植面积已达

3.5万多亩，年总产值3亿元以上，增加

农民收入1.5亿元以上。金银花成为环

境保护花、脱贫致富花、增收幸福花、健

康促进花。

让中药材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作为焦作市特色产业，“四大怀药”

品质好、产量大、疗效佳，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是

焦作一张响当当的名片。

近些年，温县立足于原产地优势，

积极引导农户因地制宜发展以铁棍山

药为主的“四大怀药”种植，采取“公

司+电子商务+基地+农户”等形式，通

过农商对接、农企对接，拓宽销售渠道，

助力农民增收致富。同时通过项目扶

持、品牌带动、技术服务等一系列措施，

“四大怀药”产业逐步走上了种植标准

化、生产企业化、营销品牌化、融资市场

化的产业道路。

如今，怀药不断延展产业链条，怀

药产业更是不断向专业化、标准化、规

模化发展。

通过我省“四优四化”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的实施及新品种、新技术的集成

与示范，以点带面，辐射带动，推进我省

农业结构调整和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实现河南中药材产

业提质增产增效及药农持续增收。

以新品种为支撑、新技术为引领、科技示范基地为依托——

河南中药材资源“优势”变“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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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宋超喜）8月1日，走进位于新蔡

县产业集聚区的河南佳诺威木业有限公司，车间内机器轰鸣，生

产线高速运转，一派火热的生产场景。

“以前，我们企业因用电负荷较大，会出现供电不足导致机

器自动停止作业的情况。县领导来现场办公后，电力部门很快

为我们架设了一条10千伏双回路专线。”看着眼前马力全开的

生产场景，河南佳诺威木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芳深有感触地

说，“企业发展环境这么好，我们只管铆足干劲忙生产、开足马力

赶订单！”

杨芳的亲身感受，正是新蔡县打造营商环境“强磁场”赋能

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写照。

“‘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新蔡县坚持项目为王、企业

为先，牢固树立环境就是软实力、环境就是生产力的观念，不断

打好服务企业组合拳，全力打造营商环境‘强磁场’。”新蔡县县

长李勇说。

以“万人助万企”活动为契机，新蔡县四大班子领导躬身入

局，带头深入包联企业，面对面谈、实打实问，摸清找准企业发展

的重点、难点和堵点，千方百计帮企业拓市场、破瓶颈、解难题。

受疫情防控影响，河南浙锻机床有限公司遇到融资难题。

新蔡县“万人助万企”工作专班明确专人帮助该公司与银行对

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蔡支行根据该公司资金周转情况，仅

用一周时间，就为其授信并投放一笔3年期贷款1000万元。

服务好不好，企业说了算。新蔡县驻企干部注重打好服务

企业组合拳，用心用情为企业做好服务，做到企业忧在哪里、急

在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乐居户外用品有限公司远离中心

城区，给员工上下班带来极大不便。为解决员工出行难问题，该

县协调交通运管等相关部门为厂区开通了公交车，设立了公交

站台，员工上下班既节省时间，又安全便利。

在优化营商环境中，新蔡县建立了为企业反映和解决问题

的“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回应和解决企业的困难，确保企业反映

的问题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据了解，“万人助万企”活动开

展以来，该县共收集企业问题379个，解决 377个，问题解决率

99%，打通了企业发展的难点、堵点、痛点。

结合“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新蔡县突出抓好“互联网+政

务服务”，按“最多跑一次”标准，从具体事项入手，大力营造政府

“亲商”、全民“安商”、社会“护商”的良好氛围。该县建立政务服

务“好差评”制度，把政府服务绩效交给企业和群众评判；深入推

进网上审批、“一网通办”“一证通办”等改革，行政服务效率全面

提高。

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到新蔡投资兴业，有

效推动了一批投资规模大、市场前景好、带动效应强的高质量项

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目前，该县已形成以花花牛乳业、龟鹿

药业为龙头的食品药品产业集群，以佳诺威木业、奥田电器为龙

头的现代家居产业集群，以亚特汽车产业园、浙锻机床为龙头的

智能装备产业集群。在今年驻马店市产业集聚区一、二季度观

摩中，新蔡县被驻马店市委、市政府授予“产业强市先进单位”。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新蔡县委书记邵奉公表

示，“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意识，

切实为企业发展保好驾、护好航，真正让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

展好，为全面建设魅力水城、繁荣新蔡，实现新蔡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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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朝

“种地比打工强！”

55岁的李小义轻飘飘地说出了上

面颠覆常人认知的话。

李小义种了几百亩地吗？没有！

几十亩地吗？也没有！

他和他老婆林金凤仅仅种了9亩

地：5亩是自家的，另外4亩是流转的，

每亩600元。

金元宝种地下不会结瓜，人民币

种地下不会发芽。

李小义种啥？瓜菜！

中牟县韩寺镇位于郑州开封之

间，历史上就是两个城市的菜园子、菜

篮子，全镇有4.5万亩耕地，几乎都是

瓜菜。

李小义所在的大李庄村就在韩寺

镇。

8月 2日，李小义给3亩大棚放了

“暑假”，所谓放假专业的说法是“闷

棚”，目的是让土地“养精蓄锐”。

“地里现在有 4 亩生菜，一亩冬

瓜，马上就该卖了。”李小义说。

李小义是个种菜的老把式，讲究。

“生菜是压茬栽的，分段成熟。”李

小义说，集中成熟，量大，他两口子根

本忙不过来。

生菜每亩栽 1万多棵，根据季节

不同，生长周期 45 天到 60 天，亩产

5000多斤，一筐20斤，现在地头收购

价是15块钱一筐，一亩地一茬能弄三

四千块钱。

“去年价格厉害了，最贵的时候

70块钱一筐呢！”李小义说，关键是要

一直种生菜，一年能种6茬。

生菜生财，李小义把“青枝绿叶”

种成了“金枝玉叶”。

大蒜、西瓜、冬瓜、茄子、豆角、生

菜、包菜、番茄、黄瓜、辣椒，凡是瓜菜，

没有李小义不种的，他的 4亩大棚、5

亩露地，很少闲着。

“十年前，我种的是 6米宽的棚，

在棚边干活直不起腰；2018年，我换

成了13米宽的钢管棚，二排桩那里就

两米高了；现在村里正在建 5米高的

保温板暖棚，我已经报名了，要租一

个。”李小义种菜没个够。

这种新材料建的暖棚，不像传统

的暖棚有厚厚的占地土墙，最冷的时

候棚内的温度也有15℃，比现在李小

义的棚高出5℃。

大李庄村党支部书记李建涛说：

“这一亩暖棚的租金要六七千元呢！”

李小义不屑一顾：“怕啥，光种番

茄，一年落秧四五次，一亩地纯挣5万

元没问题。”

落秧就是把趴在架上的番茄秧向

下拽，拽一次收一茬果子。

多种一亩，能忙过来吗？

“能，现在种地费工夫、省劲。”李

小义2013年买了一套柴油微耕机，真

对起他了，没坏过。

原来杀虫用的喷雾器是手动的，

费力；前几年换成电动的了，省劲；原

来卖瓜、卖菜还得开拖拉机出去，现在

都是客户定好品种、价格、时间，他只

管收，不用出村就卖掉了。“都是订单

销售了！”李小义说得很洋气。

初中毕业的李小义真会种菜。

“2018年，我听说邻乡赛大蒜，我

掂着我的大蒜去了，当时村里人说我

连个熟人都没有，咋可能得奖？咱有

真东西，不怕！结果一比赛，我弄个一

等奖，奖我5000元！”胡子拉碴的李小

义说到这，笑得很开心。

“当家的后来又去比了一次西瓜，

三等奖，奖了5袋复合肥！”林金凤说。

李小义家的一楼，有个很大的厅，

几十袋大蒜垛得有一米半高。“这是今

年的一亩大蒜，现在价格不行，能卖五

六千块钱，等等行情，能卖一万块钱的

时候我就出手了。”李小义说。

“我种的大蒜，一头干蒜正常情况

下有七八瓣、三两重，大点的两头大蒜

就一斤了！”李小义爱学习、爱钻研、爱

实践。

“原来都是买菜苗，从山东买、云

南买、北京买，这几年我都是自己育

苗。”李小义门外就是刚刚出苗的包菜

苗，他说，自己育苗一亩地能省下四五

百块钱。

十年前，李小义种的西瓜都是一个

个躺在地上的，很接“地气”，后来镇上的

技术员让把西瓜种在空中，接“空气”。

“技术员肯定比我能了，听他的准没错，

我是俺村第一个种‘吊瓜’的，西瓜地

道，卖钱肯定多了。”李小义很骄傲。

蛋白酶微生物菌剂、西瓜坐果灵、

育苗基质、生物制剂，当这些名词一个

个从李小义嘴里说出来的时候，还以

为他是农业大学毕业的呢，很难想到

他是初中毕业。

除了自家的三层楼，李小义至今

没有在县城买房。

（下转第二版）

蒜瓣大大大大 豆角长长长长

本报讯 （记者李梦露）8月 4日，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发布会上获悉，

我省定于8月8日到10日期间在郑州

举办第六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

（以下简称“大会”），会期三天。

大会为我省提供了“买全球、卖

全球”的重要平台。“从 2017 年到现

在，连续五届大会的成功举办，对我

省跨境电商良好发展起到了很大的

促进作用。2021年全省跨境电商交

易额突破2000亿元，今年上半年继续

稳步增长，交易额1111.7亿元。跨境

电商为河南对外开放增添了新活力，

为对外贸易提质增量注入了新动

能。”大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省商务

厅副厅长王军介绍。

据了解，大会由河南省商务厅、

郑州市人民政府、中国国际电子商务

中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

院、中国服务贸易协会联合主办。本

次大会重点围绕跨境电商贸易便利

化、“丝路电商”国际合作、数字贸易、

物流创新、邮件枢纽口岸合作、中欧跨

境电商合作、产教融合等内容，探讨发

展新机遇，拓展合作新空间。

王军表示，今年大会主要聚焦

“买全球、卖全球”主题，采取线上线

下结合的方式，举办“1+6+1”活动，即

1个开幕式暨跨境电子商务高峰会、6

个平行论坛和1场展览展示。

全球跨境电商大会下周在郑举行

本报讯 （记者刘婷婷 通讯员刘金鹏）

8月 4日，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

悉，日前省粮食和储备局会同省市场监管

局在郑州联合召开了“豫麦”地方标准研讨

会。

会议邀请小麦育种、种植、加工领域的

院士、专家、教授，共同研讨“豫麦”地方标

准编制有关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

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许为钢，河南工业大

学原校长、教授卞科，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

天财，省农业农村厅、卫生健康委、农业科

学院等有关单位参加研讨。

研讨会上，专家及有关单位听取了“豫

麦”地方标准起草组的工作汇报，充分肯定

了“豫麦”地方标准讨论稿和编制说明，一

致认为编制“豫麦”地方标准是河南扛牢粮

食安全重任，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举措，对推动我省小麦生产专业化、优

质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专家及有关单位

还针对标准名称定位、指标参数设置、标准

实施应用等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建议。

我省召开“豫麦”
地方标准研讨会

暑假期间，社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大学生志愿者走进乡村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志愿活动。8月3日，志愿者
通过画脸谱，让同学们了解戏曲传统艺术，丰富假期生活。 张举 摄

跑出跑出加速度加速度奋战三季度

本报讯 （记者刘婷婷）8月 4日，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近日省财政下

达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3.1亿

元，用于我省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

工作。至此，2022年省财政已累计下

达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资金9.4亿

元，支持全省通过民主程序议定开展

的3000多个公益事业建设项目。

记者了解到，支持主要包括：道

路、桥涵等交通改善类；垃圾污水治

理、坑塘整治等人居环境改善类；小型

农田水利设施等生产条件改善类；路

灯、小型文体设施等生活、文化条件改

善类；其他符合有关规定的公益事业

建设项目。

该项资金的下达，有利于打通农

村公益事业建设“最后一公里”，切实

改善村内户外小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条件，有效提升农村农民生产

生活水平。

我省今年累计下达资金9.4亿元
支持农村公益事业

本报讯 （记者焦莫寒）8月 4日，

副省长武国定到三门峡市调研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对口帮扶和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工作。

受省长王凯的委托，武国定先后

来到卢氏县官道口镇中学、果岭村苹

果种植基地、豫西百草园、南幽村五

味子种植基地和新坪村等地，深入了

解产业发展、监测帮扶和乡村建设等

情况，对卢氏县发展特色产业增加农

民收入的做法表示肯定。他指出，要

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的核心，把发展产业作为增加农

民收入的关键。要用好金融帮扶“卢

氏模式”，积极探索“龙头企业+合作

社+金融+农户”产业发展模式。要巩

固住再往前走，让脱贫群众生活再上

一层楼。

在义马市新区街道石门社区、东

区街道苗元社区、河口社区等地，武

国定认真查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

况，对义马通过“微改造、巧植入、精

提升”全域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

做法表示肯定。他指出，要深入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因地制

宜开展垃圾、污水治理和厕所革命；

要加强全域村庄规划编制，严格村庄

建设管理；要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

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打造城乡

融合发展示范区。

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巩固脱贫成果
以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建设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