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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俗话说：“七月小枣八月梨，九

月柿子红了皮。”

9月是丰收的季节，走进汝州市临汝镇

小山沟村，充满暖色调的丰收景象如诗如

画，峡谷、山坡上，房前屋后，一树树柿子挂

满枝头，远远望去，宛如街灯。

“小山沟村多山地，山多石头多，传统

的耕作农业在我们村发展不起来。柿树适

应性极强，能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山区生

长。”村干部李伟峰说，“柿子能吃，柿子树

有很强的观赏性，发展柿树种植，保护了生

态环境，涵养了水源，起到了美化村庄、防

沙降尘、净化空气的作用，同时让老百姓稳

定增收。”

目前，小山沟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有

柿子树，达到1000余亩，亩产在2500公斤

以上，每年能带来200余万元的经济效益。

赏心悦目的柿子中看又中吃，让小山

沟人“柿柿如意”。临汝镇包村干部冯玉朝

说，下一步，村“两委”还要调整种植结构，

积极培育种植大户，拉长柿子产业链，在柿

子深加工上做文章，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

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确保村民既增产又

增收。 （张鸿飞郭营战牛向涛）

本报讯“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保障了我们

企业正常生产。”近日，河南省汝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小微结构陶瓷公司总经理张现宾将一面

锦旗送到了汝州市委第五巡察组同志的手中。

8月9日，因财务操作系统出现故障，小微

结构陶瓷公司未能及时支付焦炉煤气预付款，

面临断气停产的窘境。

汝州市委第五巡察组组长李进红了解情

况后，迅速召开组务会，督促协调汝州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党组处理此事，使问题得到了妥

善解决。

（李海宾）

巡察为企业纾困解难

本报讯 今年以来，汝州市蟒川镇半西

村坚持把“五星”支部创建与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产业发展、“三零”创建等中心、重点

工作一体推进，取得良好成效。

产业兴旺：在发展1000亩日本柿子、

400亩脱毒红薯种植和肉牛、肉羊养殖的基

础上，又建成汝州南部唯一的牛羊交易市

场。生态宜居：引进乡贤人士资金500多万

元，对半扎古镇、万泉河、古宅进行生态治理

和保护改造。平安法治：成功创建“三零”

村、“无疫”村。文明幸福：先后评出“五美庭

院”30户，评出好公婆、好媳妇、好妯娌等52

人。支部过硬：坚持党建引领，组建18人的

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实施志愿服务160人次。

（张鸿飞马鹏亮）

本报讯 葡萄采摘季，汝州市陵头镇陵头村的果园火了。

“今年的葡萄整体长势不错，卖到了湖北武汉好几个地

方。“9月20日，村民宋万欣说。宋万欣今年种了24亩葡萄，

有夏黑、巨峰和阳光玫瑰3个品种，亩产5000斤左右，销售

额可达1.8万元。

宋万欣种了9年葡萄，从刚开始的9亩地发展到了24亩

地，“还是要讲究科学种植。和我一起种葡萄的很多人现在

都不种了，因为他们只追求产量不讲究质量，最后就卖不动

了。”因为深有心得，宋万欣聘请了省农科院的技术员任果园

的种植顾问。

为了发展葡萄种植，陵头村成立了红葡萄种植合作社，

经常邀请专家到村里开办葡萄种植讲座。

（张鸿飞宋乐义 文/图）

本报讯“辣椒从6月份就开始卖了，可

以卖到9月底，然后开始腾茬准备种植羊肚

菌，反正这地一年四季不闲着。”9月 15日，

汝州市温泉镇骆庄村党支部书记王相欣在

辣椒基地欣喜地说。

这个辣椒基地有 27座大棚，翻开茂

密的枝叶，青色、红色的线椒挂满枝干，空

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香辣味儿。

2020年 9月，骆庄村成立了世纪田

园种植合作社，发动村干部和村民筹集资

金100万元，同时利用汝州市移民局配套的专

项资金，发展特色农业种植。

王相欣说，人勤地不懒，这些大棚之所以

能挣钱，其实总结下来只有一句话，干农业，路

子对，得用心。（张鸿飞郭营战梁亚波）

本报讯 眼下正是玉米收获季，在汝州市临汝镇郝寨村西侧的育种

试验田，一行行成熟的玉米穗套着红色的塑料袋，有的玉米苞叶被剥开

大半，露出黄澄澄的玉米穗，每个玉米穗的旁边都悬挂着带编号的纸条。

这里是北京新实泓丰种业有限公司在河南设立的育种试验站，两

个地块一共80亩，试验种植了3000多个培育品种。

试验站负责人、育种专家胡振卿说，北京新实泓丰种业有限公司

是从事农作物品种选育、生产、销售的一体化经营企业，在北京、黑龙

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设立品种测试点

14个，测试国内外玉米组合近200个。

“这两块地的土壤、气候、水利条件等适合搞玉米育种试验，试验

田7年来累计投入科研资金100多万元。”胡振卿说，一个玉米新品种

从试验到通过国家审批，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研发过程，为了

掌握第一手准确的试验数据，试验田不能采用机播，必须拿尺

子一行一行量株距和行距，用人工播种的方法进行，所以人工

投入量很大。特别是核心试验区，在玉米授粉期间，就靠他们两个技

术员一棵一棵进行人工授粉。 （张鸿飞郭营战牛向涛 文/图）

本报讯 9月21日，秋日的汝州市温泉镇五龙山，青山如帐，梯田似画，

大山东南的金湖生态农业观光园，一湖碧水映衬着大片桃园，不时跃出水

面的鱼儿荡起层层涟漪，湖光山色尽收眼底。

金湖生态农业观光园是2005年建起来的，庄园主、温泉镇邓禹村村

民张万卿说，园区立足于打造生态绿色农业基地，采用人工生草法田间管

理，树下铺设防草布，行间种植优质绿肥草，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全程使用

二仙坡生物有机生产资料，科学供应水肥；使用黄板、黑光灯、迷向丝等物

理防控措施，精准防治病虫害，减少药剂的使用。园区水库为山泉水源，

清凉甘甜，所养鱼类生长期长、体形优美、肉质鲜嫩、营养丰富。

正是依靠这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如今，金湖生态农业观光园已发展蟠桃

种植近60亩，蟠桃品种达10余种；同时园区水库年产各类生态鱼4万余公

斤，蟠桃和生态鱼供不应求，已成为豫西二仙坡绿色果业汝州示范园、二仙

坡生物有机肥推广单位、河南科技大学叶晓方教授技术人才培训实习基地。

如今，张万卿的儿子张云鹏也加入到园区的打理之中，父子俩一个管

鱼塘、一个管果园，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张鸿飞郭营战梁亚波 文/图）

9月19日晚，汝州市米庙镇枣树庙村在“送电影、送戏下乡”活动中，放映《浴血大别山》等影片，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王俊杰）

近日，汝州市小屯镇牛庄村邀请市曲剧团进村送戏，活跃了农村文艺舞台。（赵伟杰）

本报讯 9月 21日，建设银行汝州支行、中

原银行汝州支行与河南省汝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 10 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累计授信额度

2.04亿元。

“真是太及时了！为满足市场订单需求，

我们在经开区新建了年产 1万套非标特种阀

门项目厂区，目前急需资金购进新设备、完善

后续一号和三号厂房建设。此次在经开区管

委会的帮助下获得银行授信1000万元，真是

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拿到银行1000万元贷

款授信后，河南益和重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小杰开心地说。

为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今年以

来，汝州经开区充分发挥首席服务官和服务专

员制度优势，把解决项目建设和企业经营发展

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作为工作重点，积极

解决企业急难愁盼等现实问题，搭建政银企三

方沟通平台，缓解企业资金需求压力，实现银

企双方互利共赢。

汝州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齐瑞

锋说：“此次银企对接，为天瑞水泥集团有限公

司、平顶山市瑞平煤电有限公司等 10家企业

累计授信2.04亿元发展资金，极大地缓解了企

业发展困境。 （王德伟）

汝州经开区10家企业获授信超2亿元

本报讯 9月 20日上午，汝州市检察院、汝州市司法局、省律协汝州市工作委员会召开检律

联席座谈会。 （邴家薇）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社区矫正“精品课

堂”评选活动结果揭晓，汝州市社区矫正管理

局报送的《关注心理健康，演绎美好人生》课

堂，在全省 89个课堂材料中脱颖而出，荣获

“精品课堂”殊荣，主讲人马佩佳被评为优秀授

课教员。 （许艳芳）

汝州市社区矫正课堂在全省评比中获奖

汝州市举办基层农技人员培训班
本报讯 9 月 20 日，为期 4 天的“汝州市

2022年度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农技

人员培训班”开班，121名农技人员（含畜牧技

术指导员）参加培训。（宋久洋）

汝州市召开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协调会
本报讯 9月 19日下午，汝州市农业农村

局组织召开2022年汝州市农业生产社会化服

务项目协调会，解读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

组织实施方案。

2022年，上级下达汝州市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项目总资金290万元。根据项目实施

内容及要求，汝州计划完成农业生产社会化服

务面积3.6万亩。 （任亚晓）

汝州市检察院、司法局召开检律联席会

本报讯 9月 14日上午，按照庭审排期，汝

州市人民法院速裁团队康可可法官有四起案

件将要开庭。为节省时间提高效率，阅卷后，

康可可着手安排书记员和调解员同时对两起

案件进行庭前调解。

两起案件被告均无法到庭，康可可团队成

员联系了各自案件的被告，在充分听取双方的

意见，并针对双方争议点提出多个和解方案

后，双方当事人都愿意各退一步，最终达成和

解，两起案件均通过“云上法庭”当庭签订了调

解协议。

据悉，汝州市人民法院按照法官、助理、书

记员、调解员1∶1∶2∶1的配置模式，设立专业

化速裁团队，1~8 月份，速裁团队结案率达

95.9%，平均结案用时11.15天。

（任柯）

汝州市法院 速裁团队开启办案“加速度”

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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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庙镇米庙镇
榆树陈村种榆树陈村种
粮大户闫胜粮大户闫胜
奇种植的玉奇种植的玉
米丰收了米丰收了。。

▲▲

▲▲米庙镇榆树陈村村民米庙镇榆树陈村村民、、6262岁的秦现国收获香菜岁的秦现国收获香菜。。

▲▲夏店夏店
镇鲁张村汝镇鲁张村汝
州市金晟丰州市金晟丰
源生态园负源生态园负
责人王志俊责人王志俊
展示采摘的展示采摘的
富平尖柿富平尖柿。

▲▲夏店镇磨庄夏店镇磨庄
村陈留学的妻子采村陈留学的妻子采
摘豆角摘豆角。。

蟠桃丰收蟠桃丰收

带着编号的育种玉米带着编号的育种玉米

采摘采摘

▲▲纸坊镇汝州市喜耕田农纸坊镇汝州市喜耕田农
机专业合作社烘干玉米机专业合作社烘干玉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