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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谈及下一步高质量发展，濮阳开发区管委

会主任梅兴秦认为，濮阳开发区将以农村一二

三产业深度融合为方向，用好开展“三农”工作

的“加、减、乘、除”四个法宝，强化“三链同构”，

推进农业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供应链贯

通，通过农业产业振兴带动濮阳开发区乡村全

面振兴。

实施加法，提质增效。以新理念、新举措

为保障，以发展壮大设施果蔬、高端花卉、精深

加工等优势特色产业为重点，创新生产经营模

式、严控农产品质量安全、强化农业品牌建设，

推动农业智能化、标准化、规模化、生态化发

展，以优势特色产业引领农业提质增效。

实施减法，减碳降排。持续推进化肥减量

增效和农药减量控害，提高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水平；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和农田水利工程建

设，加强节约型农业技术创新；持续强化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推进国土绿化，维护好富氧、低

碳的农业生态环境。

实施乘法，科技赋能。依托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全面发挥高标准农田节水灌溉示范区科

技示范引领作用，整合墒情监测、气象预警、自

动化管控、智能化生产等现代农业设施设备，

综合运行大数据、云平台等现代数字技术，发

展智慧农业、打造数字乡村，带动农业效益实

现根本性提升。

实施除法，破除障碍。健全完善支持“三

农”发展的配套政策，破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土地、资金、人才等机制体制障碍，持续加大

“三农”资金投入力度，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建设，抓好农村改革重点任务落实，为高质量

实施乡村振兴创造良好工作环境。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刘永广 文/图

濮阳开发区濮阳开发区守好“粮袋子”装满“菜篮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

时指出，乡村振兴要在产业生态

化和生态产业化上下功夫，继续

做强做大有机农产品生产、乡村

旅游、休闲农业等产业，搞好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推动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全面振

兴有效衔接。

濮阳开发区农业园区管委

会以产业振兴为突破口，依托全

区22.37万亩耕地，着力推进现

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了乡村

振兴战略全面、深入实

施。全区设施农业生

机盎然，有各类温

室大棚 1.6 万

座，设施农业

复种面积7万

余亩，年产果

蔬 50 余 万

吨；花卉产业

一枝独秀，年

产各类花卉2

亿支（盆），产品

远销海内外；休闲

农业方兴未艾，休闲

观光、农事体验、研学教

育等农业新业态初具规模；

乡村建设可圈可点，申创了一批

“特色小镇”“四美乡村”“森林乡

村”；先后成功创建省级农业对外

开放合作试验区、国家级农业科

技园区，王助镇成功获批国家级

“农业产业强镇”。开发区成为濮

阳市及周边地区重要的瓜、菜、畜、

禽生产基地，濮阳、安阳等地市民休

闲度假、农事体验的首选之地。

濮阳开发区针对区内农业

小而精、近城区、特色明等优势

要素，按照“113345”（用好1个

平台、立足1个定位、完善3大体

系、强化3大功能、推进4大生

态、发展5大片区）的发展思路，

打造了独具濮阳开发区特色的

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濮阳开发区充分发挥濮阳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这一国家级平台优

势，整合创新资源，强化龙头带动，

培育农业品牌，农业产业保持了强

劲的发展势头。深化与中国农科

院、河南农大、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校

合作交流，提升农业经营主体科技

创新力，全区年均引进、研发或集成

涉农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近百项

（个），成功创建了小麦等省级工程

研究中心4个、蔬菜等市级工程研究

中心3个、新品种繁育推广基地

10个，45名高级职称专家

在园区基地开展工

作。

濮 阳 开 发

区发挥城郊

区位优势，拓

展农业多种

功能，挖掘

乡 村 多 元

价值，立足

现代都市生

态农业的发

展定位，建设

了丁寨草莓园、

冯寨香瓜小镇、农

业科技创新园、万丰

农牧、惠众果园等一批生

态农业园区、乡村旅游重点村

镇，推动了农业与旅游、教育、康养等

产业的融合发展，田园养生、研学科

普、农耕体验、休闲垂钓、民宿康养等

休闲农业新业态逐步壮大。

濮阳开发区首先完善农业产业

体系。持续推进“六优四化”种植结

构调整，其中优质林果、蔬菜、花卉

和花生种植面积达 15 万亩以上。

强化科技支撑与引领作用，着力建

设精品种植园区，按照集约化、循环

化、现代化、智能化标准改建提升高

科智慧农场、万达农林、萌动多肉等

园区的基础设施水平，为设施蔬菜、

高档花卉、生态林果等特色主导产

业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其次，完善农业经营体系建

设。坚持完善和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

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鼓励农民以土地、股权、资金、劳动、

技术、产品为纽带，开展多种形式的

合作与联合，发展规模适度的家庭

农场和种养大户。支持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开展农产品

加工流通和社会化服务，带动农户

发展规模经营。多路径提升经营水

平。在完成土地确权颁证等农村产

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鼓励农民依

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提升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水平。支持高科

智慧农场、豫粮粮食产业园、志霞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普

通农户连片种植、畜牧养殖，并提供

专业服务和生产托管等服务，带动

了小农生产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

衔接。全区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达到 11 家，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达 100 余

家。多渠道强化品牌建设。在全区

现有 20多个“三品一标”农产品和

“雪汇”“凯利莱”等知名品牌的基础

上，利用传统媒体、自媒体、直播平

台、“互联网+”等新兴手段加强品牌

市场营销，大力推进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企业品牌建设。

为了完善农业生产体系建设，

濮阳开发区大力夯实农业生产基

础。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农业

节水行动，疏通、联通、硬化了顺河

沟、赵北沟等灌排沟渠。从生产、销

售、补贴、服务、指导等各个环节，推

广应用现代农机装备，全区农业机械

化率稳定在 98%以上。优化水果、

蔬菜、小麦等农作物的质量和品质，

提升温室大棚等设施的科技含量，打

造农业信息化平台。至2021年，全

区农业新技术普及率达 80%以上，

基础设施完备的农田面积达70%以

上。利用培训课堂、专家指导、知识

讲座等形式普及农业技术，已累计培

训新型技术农民6万余人次，打造了

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高素

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

濮阳开发区上下牢固树立“大

食物观”，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

下，持续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

附加值。建好高标准农田，保证全

区 15.9 万亩优质小麦种植面积，守

好丰收丰产的“粮袋子”。做强做优

设施农业，围绕王助大葱、丁寨草

莓、冯寨香瓜等特色产品，扎实推进

“一村一品”工程，建成宏进农副产

品交易中心，提升了开发区作为濮

阳市“菜篮子”的供给能力。做大做

精万达花卉、乜村切花等花卉产业，

建设花卉生产、加工和仓储物流基

地，让濮阳市和省内外居民家里的

“花盆子”花香四季，借以提升休闲

旅游功能。

以乡村建设行动为抓手，完善

农村基础设施，实施乡村振兴示范

工程建设，大幅提升了农村人居环

境水平；依托农业科技创新园、胡

村万达花卉、马辛庄万亩桃园、新

习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等，发展休闲

农业、观光农业、旅游农业，濮阳开

发区作为濮阳市宜居宜游的“后花

园”已成为市民周末游的首要选

择。深挖乡土文化、红色文化、农

耕文化等文化内涵，盘活了刘堤口

木版年画、谢台臣故居、陈氏绢艺

等潜藏的文化资源，以一种文化慰

藉一缕乡愁，濮阳开发区正逐渐成

为承载厚重农业文化、展现传统农业

文明的“文化馆”。

生态康养功能进一步凸显。濮

阳开发区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2018—2022年）》为指导，

结合资源禀赋，深入发掘农业农村

的生态涵养、健康养老等多种功能

和多重价值，着力构建“山水林田湖

草”生命共同体。结合国储林建设

项目，沿引黄入冀补淀工程、金堤河

两岸打造特色农业休闲观光带和生

态廊道，着力构建开发区生态水系，

可按照国家要求的时间节点顺利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

濮阳开发区认真贯彻落实全

市“生态立市”的战略要求，永续利

用好乡村的资源宝库和生态价值，

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

点。

以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

化、产业模式生态化为目标，强化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强节约型农

业技术创新，全区畜禽规模养殖场

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到 100%，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废旧农膜等

农业废弃物回收率达90%以上。

为推进生活生态建设，濮阳开

发区建全“河长制”长效机制，加强

农村坑塘治理，持续推进“四水同

治”；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巩固提升全区近3万农户的卫生厕

所改造成果；全区已累计建成25个

市级以上“四美乡村”、6个“生态文

明百村绿”示范村，全区村庄渐次

实现了“亮起来”“绿起来”“美起

来”。

以 创 建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县

（区）为契机，坚持源头严控，严格

农资市场监管，实现了化肥农药等

投入品减量化。加强农业品牌建

设，鼓励辖区内的各类农业经营主

体积极申报“三品一标”认证，培育

了一批质量过硬、美誉度高的农业

品牌，“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产业

发展新格局日益显现

大力推进环境生态建设，有序

推进国家储备林建设、国土绿化行

动，完善优化“林长制”管护模式，在

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32%的基础

上，持续抓好森林城市创建工程、农

田林网建设工程、绿色富民产业工

程等林业工程建设，打造了城区西

部水美林深的“天然氧吧”。

濮阳开发区按照全域打造、全产业链开

发，发展了果蔬花卉、仓储物流、精深加工、生

态养殖等特色产业，并形成了五大农业产业集

聚区。

一是东部仓储物流信息化服务区。通过

连续不断的开发建设，濮阳开发区王助镇宏

进农副产品国际物流中心形成了以蔬菜、水

果、水产、副食品、粮油交易和仓储冷链物流、

加工配送，以及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等为组

成部分的综合性农副产品交易平台，为开发

区及周边的农产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流

通渠道。

二是南部生态高效循环种养区。按照减

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通过优化果蔬种植

和畜牧养殖之间的产业链条，促进农业废弃物

高效利用，优化“养猪—沼气（液）—蔬菜种植”

生态循环养殖模式，构建了三位一体、相互促

进、循环发展的生态链条。

三是西部农产品精深加工区。落实“粮头

食尾、农头工尾”发展要求，濮阳开发区以豫粮

集团濮阳粮食产业园有限公司为核心，整合雪

汇食品、红磨坊等多家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资

源优势，开展以商招商、产业招商，更多农业精

深加工企业、上下游相关农业企业相继落户开

发区，并配套建设果蔬低温保鲜库、标准化小

麦交割仓等设施，有效拓展了农业发展空间。

四是北部高档花卉及食用菌生产区。该

产业集聚区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河南

万达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宏林菌业有限公司为

依托，充分发挥毗邻濮阳杂技学校、技工学校、

文化宫、图书馆和紧邻龙山龙湖的地理优势，

持续做强做优红掌、蝴蝶兰、海鲜菇、草菇（双

孢菇）等特色种植，适当融入研学休闲元素，打

造花卉采摘、花卉交易、家庭园艺教学、食用菌

领养等多种发展模式的新型农业体验区。

五是中部农业科技创新引领区。依托国

家级农业科技创新园，在现有特色、优势和功

能的基础上，整合区内丁寨草莓采摘园、冯寨

香瓜小镇、萌动龙乡多肉植物等生产园区，集

成资源、创新发展，构建了逐级辐射带动、紧密

衔接的新技术推广模式，加快了现代农业先进

技术的集成示范应用。

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上下功夫

树立“大食物观”守好“粮袋子”装满“菜篮子”端好“花盆子”

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

落实“粮头食尾、农头工尾”要求
形成五大农业产业聚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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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用好“四个法宝”
促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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