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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县杞县粮满仓粮满仓 瓜果香瓜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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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杞县平城乡孙寨村种植基地

里的蜜瓜丰收，大棚内圆润饱满的蜜瓜

挂满藤蔓，散发着阵阵果香。基地丰收

现场，瓜农们忙着采摘、装箱，尽享丰收

的喜悦与甜蜜。

立农人蜜瓜种植基地占地 100余

亩，共有50多座蜜瓜大棚，种植了人们

特别喜欢吃的新品种玉菇甜瓜。由于

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替代化肥、

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和一藤一

瓜管理，充分保障了蜜瓜的口感和甜

度，上市以来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今

年的头茬蜜瓜5月初上市销售，亩均产

量6000斤，每斤售价3元，亩均收入1.8

万元，二茬已于 9月上旬上市，预计亩

均收入2万余元。

“这两年，我们积累了种植经验，蜜

瓜栽培技术不断规范成熟，产品供应期

也从5月初拉长至11月底，避开上市高

峰期，‘削峰填谷’平衡上市；我们的蜜瓜

不但果肉翠绿口感也非常软糯香甜，甜

度高达15%（Brix），热量却只有26大卡，

被人们称为冰淇淋甜瓜。”杞县立农人农

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梁迎军谈及

蜜瓜种植掩饰不住脸上丰收的喜悦。

截至目前，梁迎军已投资建成 50

座塑料大棚种植蜜瓜，占地 100余亩，

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60多个，村民在

家门口也能挣大钱。梁迎军表示，合作

社免费为广大瓜农提供全程服务，努力

为平城蜜瓜产业做大、做强、做优发挥

作用，为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业美贡

献力量。

为激发农户种植蜜瓜的积极性，带

动更多的父老乡亲发展蜜瓜产业，梁迎

军按照“合作社+公司+农户+生产基

地”的发展模式，为全乡瓜农从品种选

购、蜜瓜种植、病虫害防治和市场营销

等方面提供服务，形成了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产业发展的良好势头，有效带

动周边农业经济增长。

梁迎军引进玉菇甜瓜新品种，采用

测土配方施肥栽培技术，全部使用生物

有机肥、微生物菌剂、复合微生物肥料

等产品，按照无公害标准化的生产要求

进行田间管理，不仅蜜瓜的产量提高

了，而且瓜甜、糖度高、色泽好。产品通

过线上线下多渠道进行销售，平城蜜瓜

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蜜瓜

产业成为平城人民的“摇钱树”。

说到蜜瓜产业发展，梁迎军信心百

倍地说，下一步，将以“能力作风建设年”

为契机，努力把蜜瓜产业做大做强，力争

实现错茬种植、四季有瓜、全年供应、优

质优价，让蜜瓜产业成为富民增收的支

柱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眼下，正是秋收农忙时节。为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在杞县各乡镇广袤的田野里，村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收

获秋粮，田间地头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丰收的农田和忙碌的身影构成了一幅幅绝美秋收画卷。

走进杞县竹林乡肖寨村菊花种植

园，一朵朵金灿灿、黄橙橙盛开的菊花

与灿烂的阳光交辉相应，美景如画；一

阵阵沁人心脾的菊花芳香扑面而来，

使人感到非常惬意，令人陶醉。引来

众多游人观赏，采摘菊花工人也忙得

不亦乐乎，看着一筐筐满载新采摘的

菊花不时响起爽朗的笑声。

肖 寨 村 致 富 带 头 人 屈 凤 英 自

2019年首次种植菊花 20亩以来，每

年每亩产值可达8000余元，经济价值

可观，且具有很好观赏价值，每逢金菊

芳香时便引来众多驻足观赏的游客。

近年来，当地广泛宣传带动，现已带动

当地菊花产业快速发展，已初步形成

种植+加工+就业特色产业发展模式，

势头强劲，更好增加了特色产业附加

值，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增加群众收

入，带动了一方经济高效腾飞，增添了

乡村振兴新画卷浓厚色彩。

“近年来，杞县高度重视农业农村

工作，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守

牢耕地保护红线，充分调动农民务农

种粮积极性，持续强化农业科技支撑，

真正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实到

位，加快补齐农业发展短板，紧紧抓住

发展机遇，不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杞县县委书记戴继田表示，接下来，杞

县将以“能力作风建设年”为契机，以

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全县农业农

村工作取得新成效，奋力谱写杞县新

时代农业农村工作新篇章，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杞县县委宣传部 叶中琳 刘启
旸 供稿）

走进杞县五里河镇七里堂村索建

国的玉米田间，五里河镇副镇长徐远

前看着喜获丰收的玉米，内心一片欣

喜。索建国介绍说：“我种植了 30多

亩早茬玉米，今年的早茬的玉米，长势

旺盛，品种良好，没有病虫害，玉米棒

子都很大，每亩地产量达1000多斤，

预计收入达5万多元。”

正在忙着帮助农民收获玉米的徐

远前说：“五里河镇种植早茬玉米面积

达 3万余亩，比麦收过后种植的玉米

要早上半个月左右，市场价格还算可

以，收获早茬玉米后，村民们又开始种

植大蒜了，‘早茬玉米+大蒜’成了当

地农民的主要经济作物，一年下来经

济收入还不错。”

五里河镇镇长郭华表示，近年来，

杞县五里河镇大力引导农民发展特色

经济农作物种植，拉大全镇的经济链

条，力争让农民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

加快乡村经济的振兴，让群众都过上

幸福美满的生活。

“今年我种植的新品种红泡椒品

质好，色泽鲜亮、果型美观、味道纯正

口感好，深受消费市场欢迎，经销商纷

纷下订单收购。市场价格相比往年每

斤平均增加 1元左右，仅价格差每个

大棚就可增收8000元左右。”近日，在

开封市杞县竹林乡马桥村辣椒种植大

棚内，种植大户马守峰边在大棚里忙

碌边高兴地向大家分享喜悦。

秋来辣椒红，椒农笑意浓。素有

“辣椒生产之乡”美称的竹林乡又迎来

一个丰收季。目前，竹林乡有蔬菜大

棚 350 座，露天辣椒种植面积已有

5000余亩，品种繁多，如红泡椒、美人

椒、线椒、艳红椒、朝天椒等。在辣椒

种植基地处处都是采摘辣椒忙碌的身

影、收购现场购销两旺的热闹场面、椒

农交流收获喜悦的笑声，描绘出了一

幅幅欣欣向荣的景象，映衬出了农民

红火的生活。

“一张张笑脸见证了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发展辣椒产业给乡亲们带来的实

惠。把产业发展落实到促进农民增收

上来，竹林乡发展辣椒产业，不仅直接

为群众增收，还带动了人们就近就业，

辣椒采摘、搬运、分拣等务工人员每天

可收入100元左右。红彤彤的小辣椒，

真正让农业强起来、让农民富起来了！”

竹林乡乡长韩涛对发展辣椒种植产业

充满信心。

走进杞县沙沃乡杨寨村，蔬菜大

棚一座紧挨一座。走进蔬菜基地，一

派丰收的景象映入眼帘，大棚内一畦

畦小青菜长得青青翠翠。棚内十几名

村民们正在忙碌着采摘收割新鲜的小

青菜，称重、封箱、搬运，每个人脸上都

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一天能收二十多

筐青菜挣百八十块钱。”今年 66岁的

村民李素梅，坐在自制的小板凳上，一

边忙着手里的活计一边笑着说道。

沙沃乡杨寨村以产业发展为抓

手，采取“企业领建+扶贫产业项目扩

建+县派第一书记资金助建+群众自

建”的运营模式，发展蔬菜大棚产业，

为当地产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注入了活力。目前，已建成1000多亩

的小青菜大棚种植基地。

杨寨村的大棚小青菜每年可种

植 8 茬左右，由于种植茬数多、周期

短，因此化解了市场价格风险和种植

风险，让大棚变成“聚宝盆”，“小青

菜”成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乡村振

兴的大产业。“杞县沙沃乡党委政府

结合当地实际，采取多种有效措施，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把产业发展作

为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促进群众增

收致富和乡村振兴的突破点，形成

了‘村村有亮点、村村有特色’的产

业格局，通过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

形成沙沃品牌，拓宽农产品销路，提

高销量。”杞县副县长、沙沃乡党委书

记崔敏表示。

青菜收获话幸福

走进杞县阳堌镇、西寨乡等花生

种植专业乡镇的田间地头，到处可见

农民忙于收获成熟花生的身影。“今年

种了 5亩地膜花生，由于前期的科学

种植、精心管理，今年的花生收获不

错，预计每亩可以卖2000元左右。”西

寨乡魏寨村村民李雪开心地说。

近年来，杞县因地制宜，积极引导

农民以市场为导向，巧打时间差，大力

发展地膜花生种植。由于地膜花生具

有无公害、上市早、销路畅、收益好等

特点，农民的种植积极性日益增高。

在农民的科学管理下，今年全县地膜

花生实现丰产丰收，预计每亩产量可

达300多公斤。由于地膜花生比普通

花生收获期提前，市场价格也较高，仅

此一项，农民每亩地就可增收 500多

元。

花生成熟助增收

“今年风调雨顺，花椒长得又圆又

大，晾晒过后，估计一亩地收入 2000

多元。”在杞县五里河镇大南环花椒种

植基地，一簇簇红颜浓香的花椒挂满

枝头，幸福的喜悦洋溢在农民张明明

的脸上。

近年来，杞县五里河镇党委、镇政

府积极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以创建

“五星支部”为抓手，形成了“一村一品

一经济”“基地+采摘+休闲”为一体文

旅融发展之路，让村民逐步走上致富的

道路，促进了乡村振兴。

蜜瓜丰收富农家

花椒飘香话振兴

辣椒映红致富路

玉米丰收满地金

菊花托起大产业

地膜花生喜获丰收地膜花生喜获丰收

玉米丰收

县领导查看红辣椒收获情况

蜜瓜丰收富农家

沙沃乡杨寨村农民正在收小青菜

收获玉米收获玉米

竹林乡菊花盛开竹林乡菊花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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