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明奇陈帅鹏

“今年，我专门引进种植了优质品种秋月

梨，全过程采用无公害种植，培育出来的梨，

不仅口感好，品相也非常不错，亩均产量近

8000斤，亩均净利润超1万元。”提及今年喜

获丰收的60多亩秋月梨，舞阳县孟寨镇下澧

村村民杨双生笑容满面地说。

为确保产量，提高梨园精细化管理水平，

在县镇农技专员的帮扶下，杨双生专门外出

学习，斥资十几万元引进棚架梨树拉枝种植

技术，进一步提高了果树品质。

据杨双生介绍，为确保产品销路，镇里的

统一组织建立蔬果外销联络群，村民提前联

系好山东、河北等地的收货商，产品成熟时，

收货商直接上门取货，每年都是供不应求。

“我就是附近村的，在这里干些除草、疏

果、套袋、摘果等工作，任务不重，收入还不

错。”在园区务工的村民李彩霞说。

据下澧村党支部书记杨继

松介绍，像杨双生这样的种植

大户，下澧村还有 20 多家，

累计种植幸水梨、秋月梨、圆

黄梨、皇冠梨和蟠桃等优质

蔬果 1200 多亩，带动周边

200 多名群众实现务工增

收，每到收获时节，村里车辆

川流不息，热闹非凡。

“为帮助村民发展致富，孟

寨镇不定期邀请专家为种植户组织技术培

训，积极帮助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各项难

题。目前，大多数村民既是种植大户又是技

术专员，村民们依托特色经济作物种植走出

了一条发展致富路。”孟寨镇党委副书记任晨

光介绍说。

近年来，孟寨镇结合各村资源禀赋、产业

基础，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创新推行“党建产

业联盟”，坚持以“六高”“六化”为引领，积极推

广花生、大豆、食用菌、小杂果等新型种植技

术，引导农户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鼓励抱团发

展，推动特色农业发展规模化、市场化。全年

共流转连片 50亩以上地块总面积 10299.31

亩，涉及25个行政村87个主体，发展烟叶、花

生、辣椒等经济作物1.82万亩，苗木花卉及小

杂果2300余亩，香菇种植480余亩 630余万

袋，蔬菜618亩，形成了北部以花生为主、东部

以小杂果为主、南部以食用菌为主、中部以

绿色养殖为主的特色产业发展格

局。

“我们将狠抓‘五星’支部

创建工作，不断锐意进取，凝

心聚力，担当作为，狠抓落

实，推动产业兴、集体强、村

民富、乡村美的美好愿景

落实落地，成为现实，奋力

谱写新时代孟寨镇乡村

振兴新篇章。”孟寨镇

党委书记高孝通说。

“时下，舞阳县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巩固拓展，乡

村振兴战略得到全面实施，食用菌、优质花生、优质

果蔬等六大特色产业日益壮大，9个市级以上现代

农业产业园区带动作用明显，成功创建全国绿色食

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豫桂东盟物贸加工产业

园、金山现代综合物流园等一大批基地型、龙头型

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区和高新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竞

相落地开花，舞阳农产品实现买全球、卖全球，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正加速实现。”9月

21日，舞阳县委书记王彦民介绍说。

为助推乡村振兴，舞阳县坚持抓布局建机制，

成立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县长任第一副组长的县委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和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合力团，

制定《舞阳县“十四五”农业特色产业发展规划》等

系列战略性规划，持续抓产业、夯基础、强治理，致

力抢占乡村振兴发展制高点。舞阳县先后获得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单位、全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

全国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

准化生产基地、河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先进单

位等省级以上荣誉160多项。

如何构建现代农业特色产业体系？舞阳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王仕梁介绍，舞阳县把产业

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按照“三产融合、三

链同构、三生贯通”的发展思路，以“四优六化”为发

展方向，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构建

现代农业特色产业体系，积极推动农业特色产业培

育区建设，引导各乡镇大力发展食用菌、高端果蔬、

优质花生、生态养殖等特色优势产业，实施集中连片

开发，扩大种植规模和效益；加强与杭州绿网、深圳

春禾、山东鲁花、广东徐福记等知名企业的沟通对

接，培育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一批精深加工

企业，推动舞阳县特色农业大起来、强起来。

新型现代农业不断提质增效。舞阳县坚持把

粮食生产摆在突出位置，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6万亩，

16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连年丰收，成为全省典

型、全国样板，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120万亩以上，

粮食产量实现十六连增，持续稳定在 60 万吨以

上。食用菌种植规模达5000万棒，优质小麦种植

面积达32.4万亩、优质花生种植面积达20万亩、优

质蔬菜种植面积达 10.2 万亩，规模养殖场达 425

个。积极推进“三品一标”认证，绿色食品和地理标

志农产品达27个，总面积37万亩，发展新型农业专

业合作社 1170家、家庭农场 364家，贾湖农业、瑞

兴农业等7家涉农企业获批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坚持把“五星”支部创建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对照创建标

准，按照示范引领、梯次推进要求，通过调查摸底，

逐村研判，因村制宜明确创建目标。健全创建组织

体系，成立由县委书记任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坚持“一星一专班”，列出清单、明确任务，以责

任落实倒逼工作落实。抓好资源整合，充分发挥县

直部门职能作用，选派精干力量下沉一线包乡联

村，帮助理思路、解难题、上项目、促发展。加大各

类涉农资金、政策性资金、驻村第一书记项目资金

的统筹整合力度，优先用于星级创建。找准“一镇

一特”“一村一品”优势，发展种植、养殖等特色产

业，招引龙头企业入驻，谋划建设县集体经济产业

园、乡（镇）产业示范基地、村产业发展园区，壮大集

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结合乡村环境整治，创建

乡村振兴示范村30个、四美乡村66个、五美庭院2

万余户，乡村面貌明显改善，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明显提升。开展“五星”支部创建“逐村观摩、逐项

过硬”活动，形成示范村引领、进步村跟跑、后进村

追赶的良好局面。

坚持拓渠道促增收，致力实现农民富。坚持把

富群众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着力稳就

业、促创业、保增收。累计新增农村就业2.8万人，

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6.6 亿元，1.1 万人实现就业创

业；健全完善乡土人才支持政策，扎实开展“人人持

证、技能河南”建设，培训农村劳动力1万余人次；发

展农民专业合作社1198家、家庭农场386家，有计

划地打造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土专家”“田秀才”

“新农民”，着力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

“三农”工作队伍。

“我们坚持用工业的理念抓农业，深入实施‘以

农富民’战略，通过建强区域样板，带动特色农业产

业不断发展壮大，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速实现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舞阳县委副书

记、县长朱暑光满怀信心地说。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单位
全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
全国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河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先进单位
河南省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先进单位
河南省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先进县
河南省第三批省级食品安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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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奇陈帅鹏李亢

走进舞阳县文峰乡李斌庄村，一股淡淡的菇

香迎面扑来，村室外墙上，一幅村民们忙着种菇、

采菇、装菇的大型舞阳农民画墙绘格外显眼。

“依托舞阳县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的文化

名片，我们结合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专程邀请

农民画家为我们创作了这幅‘香菇引领振兴路’

的大型农民画墙绘，打造特色香菇小镇文化的同

时，引领乡村振兴。”李斌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张德山介绍说。

“画如生活，生活如画。”近年来，李斌庄村大

力发展香菇种植产业，全村从事香菇种植及关联

产业的农户达95%以上，种植规模达1100万棒，

户均收入达10万元以上，辐射周边20多个村落

发展香菇种植产业，累计带动近万名村民种植致

富。

据张德山介绍，为大力发展香菇产业，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李斌庄村坚持以“五星”支部创

建为统领，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实行“党员联

户、干部包片、支部会商”党建网格化管理等机

制，发动党员干部率先种植香菇，免费为村民提

供种植技术，采取回收代销等方式，帮助村民解

除从种植到销售各环节的后顾之忧，引导村民

发展。李斌庄村党支部

先后被评为“河南省脱

贫攻坚先进集体”“县先

进基层党组织”“县五星

党支部”，逐渐成为豫中

南地区重要的香菇产供销

基地。

乡村要振兴，发展产业是关

键。据文峰乡党委书记罗中兴介绍，为加

速香菇产业发展，带动更多群众发展致富，文峰

乡成立香菇产业服务党委，专题研究解决产业发

展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持续加强对香菇种植户

的技能培训，组织村支部、种植户采取主动走出

去的方式，到省内外进行市场调研考察，解决种

植技术难题；主动与大型商超、龙头企业对接联

系，形成了“农超对接、农餐对接、农企对接、农批

对接”和“市场自由销售+公司兜底”的销售新模

式。

同时，依托“企业+脱贫户”“企业+合作社+

脱贫户”“企业+金融+脱贫户”等模式，舞阳县积

极引进食用菌加工龙头企业，拓宽群众增收渠

道，目前，食用菌深加工项目已开发出香菇罐头、

香菇小食品等系列中下游产品，产品远销日

本、澳大利亚等地，年产值达2000多万元。

□赵明奇陈帅鹏张海坤

“今年光照充足，菊花长势非常好，预计亩

均净利润能突破5000元以上。”9月19日，在舞

阳县保和乡丰昌花卉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李志

明一边观察菊花长势一边介绍说。

据了解，2012年李志明便开

始深入学习菊花种植、田间管

理和菊花深加工技术，2019

年响应国家乡村振兴号召

积极回乡创业，成立保和

乡丰昌花卉种植合作社，

经过多年发展，合作社已

经从15亩发展到目前100

多亩的种植规模，产品也从

观赏菊发展到菊花苗供应和

食用菊生产加工。

“今年，我累计种植国华黄

越山、晚红、映月卒寿铃等观赏菊

100多个品种，积极参加北京、上海等地的菊王

争霸赛，竞标参加成都等地的市政景观工程，

打造知名度的同时，每年又能额外增收 20余

万元。”李志明说。

“志明开始种菊花的时候，俺就跟着他干

了，春闲时育苗，秋闲时采花，工作轻松，每年能

赚一万多块钱，这日子越过越有劲了！”正在田

间打理菊花的村民高霞笑容满面地说。

为助力乡村振兴，李志明免费为村民提供

种植技术，帮助村民发展菊花种植，同

时不断延伸产业链，引进菊花烘干、包装等设

备，深加工成食用菊成品，入驻淘宝、抖音等电

商平台，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在

李志明的带动下，舞阳县累计种植菊花400余

亩，繁忙时节安置群众务工就业1000余人。

黄色菊花产业、红色玫瑰产业、紫色葡萄产

业、绿色烟叶产业、褐色香菇产业……去年以来，

保和乡紧紧围绕乡村振兴 20字方针，结合“五

星”支部创建工作，以产业兴旺为切入点，以服务

“三农”为总抓手，坚持龙头企业入驻、产业基地

引领、合作社土地入股、群众参与生产的模式，大

力培育多彩产业，着力发展辣椒、烟叶、菊花、葡

萄、香菇等富民产业，描绘出了一幅产业兴、农民

富、乡村美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围绕多彩产业发展，舞阳县保和乡制订出

台《关于实施“多彩产业出彩乡村”工程助力乡

村振兴工作方案》，对领导组织、发展目标、产

业模式、利益连接机制进行统筹安排，以“公

司+基地+集体+农户”为总体发展模式，因产

业设定相应利益分成机制，通过产业基地引领

带动、利益分成吸引农户参与、公司提供技术、

销路两端服务等模式，保障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

“我们通过多领域、多角度、多模式的探索，

以擦亮‘产业兴旺’星为切入点，为群众提供产

业、模式的‘多选题’和技术、销路的‘准答案’，

推动多个优势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在实现乡村

振兴的道路上多彩出彩。”保和乡党委书记康岸

毅说。

□赵明奇陈帅鹏端木丽

9月 20日，在秋玉米迎来丰收的金

色时节，舞阳县贾湖田园综合体一排排

整齐的大棚内，一棵棵茁壮的鲜食甜糯

玉米刚刚探出天樱，几名工人分工有

序，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在大棚里种植甜糯玉米，不仅能

延期上市，提高产品价值。同时，便于

管理，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提高了产

品品质。”贾湖田园综合体技术员张军

义介绍说。

据了解，鲜食甜糯玉米生长周期

短，70天就能收获，市场批发价3元/

棒，每亩可种植3000余棵，亩均纯利

润达5000元以上。

“我们采取社区团购的订单模式，分

批次累计种植鲜食甜糯玉米100余亩，可

梯次供应至春节前后。”张军义说。

近年来，贾湖田园综合体不断创新

农业发展思路，与河南农业大学、舞阳县

政府签订协议建立现代农业综合试验

站，并与中农、周口家杰农资等多家公司

签订合作协议，先后研发种植出优质高

粱、水稻、辣椒、草莓等特色农产品，推动

农业转型升级，逐步发展成引领舞阳县

农业的“风向标”。

“在这里上班，不仅离家近，能照顾

老人孩子，而且工作不累，收入还不

错。”在贾湖田园综合体蔬菜大棚内，正

在忙碌的马村乡绰陈村村民陈晓丽说。

据贾湖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孙耀

州介绍，贾湖田园综合体项目总规划面

积约12000亩，涵盖贾湖村、尚庄村等9

个村落，目前已流转土地近8000亩，

建成了花海公园、苗木公园、奇

异果林、贾湖农庄、产业

扶贫园区等子项目

10 余个。依托

国家级贾湖遗

址 9000 年

文化，贾湖

田 园 综 合

体 采 取 产

业 基 地 引

领 、合 作 社

土地入股、群

众参与生产等

模式，累计为周边

群众提供就业岗位800

多个，带动群众务工就业2000余名，助推

了当地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转型升级，

为乡村振兴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

贾湖田园综合体先后获得“河南省劳

模助力脱贫攻坚示范基地”“河南省重点

工程建设劳动竞赛先进集体”“河南省中

小学社会实践教育基地”“漯河市扶贫龙

头企业”“市级优质小麦现代农业产业园”

等10多项荣誉。

为助力产业发展，舞阳县以党建示范

引领为抓手，成立了北舞渡镇乡村振兴田

园综合体产业联合党委，帮助贾湖田园综

合体流转土地、统筹资金，以“党建+产业”

的模式，通过土地流转保障收益增收、村民

园区就业增收、村民代种代管承包大棚增

收、资产收益产业发展脱贫户分红增收、村

集体投资大棚增收五种增收模式，先后累

计帮扶3400余户困难群众增收致富，实现

了村集体和困难群众的“双增收”，走上了

富民兴村的新道路。

（本版图片均由舞阳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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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和乡产业多彩村民富

贾湖田园综合体红色党建出效益

孟寨镇“党建产业联盟”带民富

文峰乡黄金菇带富近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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