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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人人参与 扮靓美好生活

□黄红立许金安葛高远吴晓燕

7月 21日上午，洛阳市伊川县小雨

转中雨。

在酒后镇老庄村洛阳拓晨农业种

植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玉民和员工在大

棚里忙碌，雨滴拍打大棚啪啪作响。

雨，王玉民有着太深刻的记忆，去

年“7·20”那场特大暴雨让他损失惨

重。“今年香菇和羊肚菌行情不错，弥补

了去年大部分损失！只要没有天灾人

祸，菌类种植这个行业肯定吃香！”

回乡创业带民富

47岁的王玉民是伊川县酒后镇老

庄村人，年轻时参过军，在部队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20世纪 90年代中期，正值城镇化

推进加速期，他投身建材行业。20多年

不懈努力，王玉民已成为一名小有名气

的建材老板。

伊河岸边的老庄村，水源丰富，土

地肥沃，五六十年代时曾有几百亩稻

田。随着“农民进城”和人口老龄化，田

地撂荒越来越多。从小挨过饿的王玉

民看在眼里，疼在心头。

2017年，他成立了洛阳拓晨农业种

植有限公司，流转土地 60 亩，建成了

20个香菇大棚。在精心管理下，香菇

品质好，价格公道，迅速打开销路，县

城周边大商超成为主要供货对象，附

近群众每天零买、批发鲜菇达千斤。

到 2020 年，该公司已发展成为占地

304亩，91个大棚年产菌棒60万棒、优

质鲜香菇 75万斤、干香菇 10万斤，带

动老庄村 80名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的大型农业企业。

为确保有更好的科技支撑，洛阳拓晨

农业种植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还与洛阳

农林科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2020年，基

地被确定为市级食用菌种植示范基地。

“自己富不算富，乡亲们都富起来，

过上好日子，那才算真正的富。”王玉民

又成立了香菇种植合作社，新上烘烤设

备、建造了冷库，种植基地基本形成了

集菌种研发、菌棒制作、鲜菇销售、香菇

冷藏烘干于一体的产业园。

突遇天灾奋起自救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7月

19日，洛阳地区一场 40分钟的大雨再

次挑动了王玉民的神经。

2021年“7·20”，老庄村24小时降

雨260毫米，距伊河直线距离500米的

香菇基地危在旦夕。

老庄村呈“河谷冲积平原”地势，南

依九皋山，西临伊河，地势平坦。王玉

民介绍说，当初选择在伊河岸边考虑的

是用水方便，伊河河堤高出农田1米多，

80年代初，村子曾经历过两场大雨，但

相安无事。

危险不期而遇。2021 年 7 月 20

日，一场特大暴雨突袭豫西。洪水倒灌

种植基地 1米多深。望着漂满菌棒的

“湖面”，王玉民欲哭无泪。前一天刚刚

与合作商签订了供货合同，第二天就遭

遇天灾。洪水冲走 22万余袋菌棒，损

失170多万元。

大棚在，希望就在。王玉民介绍

说，大棚是自己亲手建造的，用料足、质

量好，不但经受住了“7·20”洪水考验，

去年冬季还抵御了11级大风的侵袭。

事后，王玉民及时组织员工清理淤

泥、杂木，投入生产自救，用时一个多

月，加固大棚、填补菌棒，基地渐渐恢复

元气。后来，又发展了羊肚菌种植。夏

季是香菇、羊肚菌的淡季，王玉民又在

羊肚菌大棚种植了茄子等蔬菜。

临危受命担任“领头雁”

老庄村距伊川县城 26公里，是传

统的农业村。群众大部分靠打工谋生，

村集体经济薄弱，信访不断。村容村貌

差，不少群众都有“攒砖建房”的习惯，

将红砖堆放在自家门外，侵占道路，影

响交通，群众颇有微词。

然而，2021年 6月，老庄村原村党

支部书记的不幸去世，让这个村子发展

进一步受限，酒后镇派出包村干部驻

村。

老庄村是个“烂滩子”，党支部书记

的职位没有人愿意接。在酒后镇党委

镇政府的多方游说下，今年年初王玉民

主持村子工作。

而那时，伊川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如火如荼。他挑大梁、打硬仗，深入发

动，挨家挨户上门做群众工作，动员群

众转移砖块，疏通道路 6 公里。2021

年，摘掉了“信访村”帽子。如今，村子

风清气正，发展势头良好。

酒后镇副镇长张向辉介绍说，近年

来，酒后镇紧盯“洛南果蔬之乡、红色研

学圣地、生态康养宜镇”目标，努力打造

“一区两带一基地”，引导“酒后蔬菜”

“拓晨香菇”等13家合作社发展特色种

植，精品水果、食用菌、蔬菜等成为增收

致富新亮点。

为延长产业链，2021年11月，酒后

镇投资 300余万元，库容 3000余立方

米的冷库落地老庄村，为此王玉民出资

40余万元完善了配套道路建设。冷库

让村集体每年增加 18万元经济收入。

另外，老庄村引进的200亩生姜育苗项

目有望下半年动工。

王玉民说，食用菌、生姜是老庄振

兴的希望所在，他会积极发挥示范带动

效应，让更多群众实现绿色致富梦。

王玉民 种植菌菇 带富一方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郭子
钦）整洁干净的小区，功能齐全、宽敞明

亮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居民悠闲地开

展各类文体活动……8月 3日，走进漯

河市召陵区翟庄街道燕山路社区，映入

眼帘的是清爽整洁的居住和办公环境。

“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来，该

社区对照创建标准，突出为民办实事，

形成了争创“五星”支部的浓厚氛围。

这也是召陵区各社区如火如荼开展“五

星”支部创建工作的真实写照。

召陵区通过党建联建机制，在社区

和小区内建成“红色议事厅”，推动小区

党支部、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三方交

叉任职，让小区党组织负责人兼任物业

公司监督员，真正让物业公司成为“红

色管家”，破解了物业管理难题，物业收

费率从不足60%，提升到95%以上，小

区的矛盾得到彻底化解，小区居民的满

意度大幅度提升。

在此基础上，召陵区设置 5 级网

格，共划分5275个网格，配备1-5级网

格长，在疫情防控、矛盾调解、“三无”楼

院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中，发挥

了巨大作用。依托网格化管理，一天内

可以完成全区30万常住人口的基本情

况大排查，基层的治理活力不断增强。

不仅如此，召陵区还围绕“平安法

治星”的创建要求，聚焦“三零”创建，全

面强化平安建设宣传教育，每个社区组

建群防群控队伍，每天分片区开展治安

巡逻，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欺诈诈

骗行为、非法宗教活动等，加强应急能

力建设、加强重点人员服务管理、防范

疫情传播，有效筑牢疫情防线，提升居

民安全感、满意度。

为改善郑民高速公路郑开段的交

通情况，根据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中原高速2022年郑民高速

公路郑开段路面病害处治专项工程立

项报告的批复》豫交集团工[2022]3号

文件要求，现需对郑民高速郑开段

K0+000~K71+600路段第二车道、应

急车道进行封道施工，保留第一车道

进行通行。为保障施工路段高速公路

安全畅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施工里程：K0+000~K71+600

施工时间：2022 年 8月 10日~9

月25日

请广大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

按照交通标志行驶，并相互告知，提前

规划好出行路线，避免交通拥堵。施

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告知。

河南交投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8月4日

关于郑民高速公路
郑开段K0+000~K71+600段施工的公告

蒜瓣大 豆角长
（上接第一版）

“没用啊，大闺女出嫁了，二闺女上

大学，小儿子上职专，我买房谁住？”李

小义说，这个小儿子最让他操心，为了

激励儿子好好学习，考试成绩进步一分

奖励 100 块钱，儿子刚从他这里挣了

5000块钱，要买什么苹果13呢。

中午，李小义的8岁外孙女洪雨轩

来了，林金凤问外孙女考试咋样，外孙

女很乖地点头。

暑假期间，考什么？

原来洪雨轩在镇上学钢琴，当日钢

琴考级，问小姑娘考的啥，她说：“练习

曲二。”

“别看我初中毕业，我可是很尊师

重教的，孩子只要学习，我统统支持！

视频上说，听听钢琴我的菜能长得更

好，将来我就把钢琴搬地头去，让外孙

女弹琴、我种菜！”也不知道李小义信不

信这事，反正说得很开心。

林金凤说，她在家里光干活、不管

事、不管钱，家里有多少钱得李小义说。

“钱要多少是够，有个十万八万元

够花就行了。”

李建涛开始揭底：“他一年至少弄

十万元！”

李小义：“差不多吧！”

十万元是纯利润吗？

“那当然了，一年一亩地不净落一

万多元，谁干？”李小义算了算，他全家

一年的开销也得八九万元，“开销自然

都打到本钱里了。”

中牟县委副书记、韩寺镇党委书记

魏玮正在建设“七彩果蔬联盟”：目前果

蔬分拣中心已经开始运营了，随着相关

果蔬的二产、三产落户韩寺镇，像李小

义这样的菜农增收就又上了一道保险。

蒜瓣大，豆角长！

像李小义两口子种菜，年纯收入十

万元，确实比外出打工强。

□本报记者 张莹

夏收以来，汝南县三桥镇马庄村

绿优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王子明，抑制

不住内心的喜悦，他的2712亩小麦大

丰收，小麦籽粒饱满，质量高，平均亩

产1280斤，高于当地平均水平。王子

明种小麦采取土地深松耕、轮作保茬

等措施，他还跟大型养殖场合作，将动

物粪便通过高温堆肥发酵处理后施到

地里，耕地质量每年都有改善，小麦增

产潜力逐年提高。

同样高兴的，还有西平县杨庄乡

仪北村村民赵静，她前几年流转土地

种植了近200亩小麦，有50亩酸化耕

地苗期发黄、不长，常年亩产在500斤

左右。赵静施用钙镁磷肥、钙粉等土

壤改良剂以肥改土，今年，改良后的耕

地小麦平均亩产近千斤，亩增 400多

斤。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耕地

质量是粮食安全的根基。扛稳国家粮

食安全重任，需要养好耕地。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全力

抓好粮食生产，要强化现代农业基础

支撑，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

施，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提升耕地

地力等级。

近年来，我省通过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退化耕地治理等项目，累计建

成高标准农田7580万亩，全省耕地质

量呈稳步提升趋势。按照《耕地质量

等 级》（GB/T 33469-2016）评 价 标

准，全省中低产田面积占 60%左右。

据全省耕地质量监测点监测，2021年

全省耕地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为

19.7g/kg，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耕地耕

层厚度普遍较浅，大部分在 15cm～

20cm；800 多万亩土壤 pH 值小于

5.5，局部地区出现土壤酸化等，全省

耕地整体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耕地质量等级是衡量耕地质量的

综合指标，主要包括耕地土壤养分含

量、农田基础设施和耕地土壤健康状

况，耕地质量等级分为1至 10等。数

据显示，耕地质量提升1~2个等级，粮

食产能平均提高10%~20%，亩均粮食

产量提高100公斤~200公斤。

21世纪初，我省上蔡、舞阳、舞钢、

遂平、西平、方城等县市，发现了pH值

小于 4.5的绝收农田。河南省土肥站

收集分析 2005年~2014 年全省采集

的90万个土壤样品，结果表明耕层土

壤呈现酸化趋势。土壤大面积酸化除

自然原因外，主要是人为因素，施氮肥

偏多，酸性肥料品种占主导；另外误施

误用、大量施用不合理的投入品，如硫

酸亚铁等，造成土壤点状快速强酸化，

农作物绝收。

我省农业生产有分散化种植、高

复种耕作的特点，部分地区存在重用

地轻养地、重无机轻有机、重当前轻长

远的“三重三轻”现象。不科学施肥造

成耕地退化，使土壤酸化、盐渍化、营

养不均衡等土壤质量性状降低。

农村有句老话，种地先养土。土

壤不好作物就长不好，用再多的化肥

农药也白瞎。保护耕地，我们不仅要

守住耕地数量，而且要切实加强质量

建设和管理，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

低碳发展的新路径。

2021年，农业农村部退化（酸化）

耕地治理项目落地西平县，9月下旬至

10月上旬，西平县土壤肥料技术服务

站在项目区采集 30个土样化验，pH

平均值为4.87。该县通过施用钙镁磷

肥、骨钙粉等碱性土壤肥料对 2万亩

酸化耕地治理改良修复。今年2月下

旬采集30个土样进行化验，治理后项

目区耕地的 pH 平均值为 5.03，增加

0.16个单位，粮食产能得以提升。

秸秆还田是培肥土壤的一种有效

方式。值得欣喜的是，焦作市早在20

多年前就开始了双季秸秆还田。该市

通过收割机加装装置，粉碎秸秆抛撒

直接还田，秸秆粉碎机灭茬还田，增施

有机肥、土壤改良剂等措施，使耕地质

量等级由2016年的 3.31，提升至今年

的2.82，较河南省耕地质量等级4.47高

1.65个单位；土壤有机质从1982年的

13.14g/kg，提高到目前的19.4g/kg，

化肥使用量实现负增长，粮食产量持

续稳产高产。

养好耕地仓廪实。河南担负着国

家粮食安全的重任，推动农业可持续

发展，提升粮食产能，需要紧绷养好耕

地这根弦，在持续推进农田基础设施

建设的同时，推广科学的耕作技术，落

实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中国人的

饭碗才能装更多优质“河南粮”，国家

粮食安全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漯河市召陵区

“五星”支部创建激发社区活力

养好耕地仓廪实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牛朝

霞）“今年我们村流转 830亩土地统一

种植的小麦大丰收，除去给群众的分红

和其他开支，村集体净增收 31万元。

这不，麦收后我们赶紧又种上了玉米，

再攒把劲儿，今年争取实现村集体增收

50万元以上。”8月1日，洛阳市偃师区

翟镇镇宁北村党支部书记陈宇龙充满

信心地说。

2021年以来，偃师区紧紧围绕整

合盘活农村各类发展要素，积极探索土

地流转新模式，实现了村集体、农民、经

营主体多方共赢，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

活力。截至目前，共统一流转土地29.1

万亩，流转率达73%。真正让土地“流”

出活力，“转”出后劲，为有效开展土地

流转工作蓄势赋能。

“网上交易在家就可以进行，整个

过程公开透明，操作也比较便捷。”4月

下旬，缑氏镇程子沟村村民段占伟以每

亩950元的价格，在偃师区产权交易信

息服务平台竞得该村 380亩耕地经营

权。这是偃师区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

台上线后的首笔土地流转交易，溢价率

达到 18.75%。今年 4月~6月，偃师区

农村产权交易信息网共完成土地经营

权等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59宗，成交总

金额3675万元。

“以前自己种地既怕遭受天灾，又怕

种了粮食卖不出去，现在好了，土地流转

给合作社种，自己出去打工，不仅不用承

担风险，一年下来还能多收入两三万

元。”大口镇山张村村民张志国笑着说。

“下一步，偃师将进一步加大工作

力度，采取培育主体、示范带动、加强党

建引领和政策支持等措施，推进土地流

转工作深入开展，确保土地收益最大

化，全力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

繁荣，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偃师

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洛阳市偃师区

土地“流”出活力“转”出后劲

本报讯“垃圾堆、柴草堆、杂物

堆都被清理干净，以前的脏乱差不

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绿亮美’，在这

样的环境里生活，心里舒服多了。”8

月3日，在邓州市桑庄镇东鲁营村，只

见农家院落错落有致，文化墙图文并

茂，一派生机勃发、欣欣向荣……村

民们纷纷讲述村子的变化。

为全面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常态

化，桑庄镇精心部署，扎实推进，逐

步实现阶段目标。

桑庄镇通过入户宣传、发放倡

议书、大喇叭广播、支部联支部、“五

星”支部创建等形式，激发群众内生

动力，引导群众积极主动参与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让群众形成自己的

事情自己办、自己的家园自己建、乡

村维护靠自身的习惯。

桑庄镇坚持全覆盖、有重点，既

打造亮点、不留盲点，又以点带面、

全镇整治。高标准打造双庙村、周

庄村、东鲁营村等重点村组观摩点，

带动全镇 19 个行政村高标准创

建。今年以来，共整治乱堆乱放

680余处，旱厕改造620余户，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

桑庄镇还建立农村人居环境长

效管护机制、移风易俗机制、规范建

房机制、户厕改造机制，把人居环境

纳入“五美庭院”“五星”支部创建评

比细则中，激励更多的村庄和村民

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来。

（曹相飞敖松）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

张瑞敏曹建松丁艳文）“俺村的干

部可是真心为咱老百姓办好事、办

实事。你看这新修的道路，宽敞平

坦，彻底解决了排水不畅、道路积水

问题。”8月2日，长葛市后河镇岗王

村村民李喜周对村内新修的道路连

连称赞。

“之前一到下雨天，道路上就积

满了水，出门得蹚着水走，给群众生

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也影响了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岗王村党支部

书记郑红霞说，对于村内长久存在

的排水不畅、道路积水等问题，她是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为尽快彻底解决道路排水不畅

问题，郑红霞暗下决心，必须给群众办

实事、办好事，让群众真正出行无忧。

村集体收入少，郑红霞就拿出

个人积蓄，村“两委”干部及后备干

部也纷纷加入捐资队伍，就这样，群

众没拿一分钱，就解决了修路的资

金难题。

今年5月底，岗王村筹资20多万

元，修建排水沟800米，改造道路花

坛400米，硬化主大街地坪400米，

彻底解决了村民雨天出行难的问题。

“我们会继续立足群众需求，以

长葛市‘两看两讲两比’活动为抓

手，倾尽全力惠民生，以为民办实事、

办好事为出发点，让工作更接地气、

更有温度，切实增强群众生活的幸福

感。”郑红霞说。

7月31日，宝丰县杨庄镇石灰窑村农民黄海培在修剪多肉植物。今年34岁的黄海培与丈夫一起创业，8年来，已发展美杏
锦、蓝龙、桃蛋等多肉植物260余个品种，采用线上直播的方式将“多肉”卖到了全国各地。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刘淑改 摄

近日，义马市东区街道党工委积

极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深入

社区和企业一线，开展优化营商环境

大宣传、大讨论等系列活动，形成了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

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的浓厚氛

围。

该街道以“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为契机，通过节日慰问、上门走访、

“东区通”宣传等形式，宣传各类扶持

企业发展、鼓励创新创业的政策，提

高政策的知晓率和覆盖面。截至目

前，已累计走访企业19家，发放宣传

彩页200余张。

同时，该街道党工委制定项目专

班服务企业制度，11名班子成员分包

19家企业，定期深入企业服务，做到

上级政策一天内送达，合理诉求三天

内回复，固定联系每月至少一次，审

批服务事项全部上门，为企业提供

“保姆式”服务。 （平俊霞李晶）

邓州市桑庄镇 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脏乱差不见了

长葛市岗王村 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出行难解决了

义马市东区街道

服务企业设“专班”

观察记者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程
祎允）“看了村级小微权力违纪典型

案例电教片，感觉个别村党支部书记

纪律规矩意识淡薄，纪检监察部门问

责时，才知道错了，真是可悲！”7月

31日，清丰县大流乡王庄村党支部书

记任长建感慨地说。

“五星”支部创建活动开展以来，

清丰县大流乡纪委通过“讲学讲廉”

“述职述廉”“评效评廉”三部曲，建设

公道正派，廉洁自律的好支书“关键

少数”队伍。

举办村支书能力作风大讲堂 4

期；举办45期（场）“讲廉”专题讲座；

邀请清丰县纪委监委案管室人员讲廉

4期……通过系列课堂讲座，提高村

党支部书记能力素质。围绕“五星”支

部创建、党员发展、低保评定等内容，

每季度组织31个村党支部书记开展

一次述职述廉“大比武”活动集中观

摩。对31个村党支部书记结合“述职

述廉”情况，公开“评效评廉”，营造

“比、学、赶、超”好氛围。

“我们将长期坚持‘讲、述、评’活

动，把‘领头羊’队伍建设成为创‘五

星’支部的坚强堡垒，以新风尚引领

新发展。”大流乡党委负责人表示。

清丰县大流乡

“讲述评”成就好支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