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阳县花生种
植 面 积 172
万亩，年产量
50多万吨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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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刘辉 周由

“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90
多年前，著名作家许地山《落花生》一
文赋予花生以美好的品质。

如今，靠着这种“很有用”的品质，
正阳县把小花生做成了大产业：利用
花生秸秆、花生壳搞饲料生产和食用
菌种植，带动了全县不少贫困户脱贫
致富；投资数十亿元的君乐宝、鲁花、
金龙鱼等乳制品和食用油企业纷纷在
正阳落户建厂。

正阳县有耕地 230 多万亩，其中
花生种植面积 172万亩，年产量 50多
万吨，已连续十多年成为全国花生种
植第一大县。

7月 5日，采访当中，该县农业农村
局局长刘飞谈起正阳花生的种植历史
如数家珍：2000年，全国花生交易会在
正阳召开，这次大会让有一定花生种植

规模的正阳县进一步解放思想，“一亩
花生三亩田”，经济效益可观，能否调整
种植结构，大面积推广花生种植？

但难题来了，正阳县紧邻淮河，是
典型的黏土地，“早上湿，下午硬，一到
晚上刨不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正阳县请来了省农科院专家张新
友，这位“给花生生产插上科技翅膀”的

“花生院士”怀着赤诚之心，在短短几年
时间里，先后培育出“远杂9102”“远杂
9307”等系列花生品种，不仅有效化解
了土壤问题，而且弥补了传统品种“小
白沙”抗病性差等缺点，使正阳花生的
种植面积一下子来了个“大跃进”。

据刘飞介绍，2000年正阳花生的
种植面积有50多万亩，到2004年就达
到了 150多万亩，每亩产量六七百斤，
收入近千元，一举改变了当时农村流

行的“麦茬豆，豆茬麦，一年赚个两三
百”的状况。

尝到甜头的正阳农户从此与花生
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正阳，18万种植
户个个都是花生方面的‘专家’，都能
讲出花生的不少好处来！”刘飞自豪地
说。

十几年过去，正阳县先后被授予
“中国花生之都”“中国富硒花生产业
化基地县”“中国（国际）花生交易中
心”的荣誉称号，2015年“正阳花生”品
牌价值达到21.56亿元，中国农科院专
家还给予了“世界花生看中国，中国花
生看正阳”的评价。

播种铺膜机、收摘一体机、直线筛
分机、花生脱壳机……花生种植面积
扩大后，也带动了正阳花生机械的研
发生产。目前该县各类花生机械生产
企业已发展到 38 家，获得国家专利
109项，年产机械 6万多台，其中 99%
为自主创新产品。

“正阳花生从种植、管理、收获到
初加工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机械化链
条，2016年，正阳县被命名为河南首批

‘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

县’。”该县县长王东征告诉记者，正阳
花生机械还出口到东南亚、南苏丹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一二产业壮大了，围绕花生的三

产怎么样？
“集花生加工、期货交割、花生检

测、花生交易于一体的正阳国际花生产
业园，也是我国唯一的以花生为主导产
业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驻马店市
政协副主席、正阳县委书记刘艳丽介
绍，目前全国 2000多家花生企业报价
均来自正阳，形成了正阳花生的价格中
心，再加上新设立的正阳渤海花生交易
中心，进一步彰显正阳花生的影响力。
下一步，正阳还将打造以花生产业为主
题的梦工厂、文化园、观光园、博物馆
等，构建全方位的花生产业链。

从人工耕作向全程机械化的跨
越、由种花生向花生种子的跨越、由卖

“原字号”向精深加工的跨越、由一产
独大到融合发展的跨越、由传统产业
向装备集群的跨越、由大众花生向品
牌花生的跨越，刘艳丽说：“正阳花生
实现了六大跨越，走出了一条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良性互动的路子。”③9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通讯员 肖
涛）炒瓜子，一般只有老师傅才能炒得
脆香可口。但用许昌初心智能电气科
技有限公司研发的产品，随便一个人
都可以炒出脆香可口的瓜子。装上公
司研发的传感器，瓜子机何时翻炒、炒
制几分钟等都由智能设备控制，可以
让一个生手瞬间“进化”成身怀绝技的
老师傅。

许昌初心智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 7月入驻许昌科技大市场创建
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主营物联
网底层传感器。“2018年，我们的产值
为1100多万元。2019年，我们预计产

值达 2000 万元以上。”7月 4日，公司
总经理刘锋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信心
满怀。

该公司的快速成长得益于许昌科
技大市场科技企业孵化器“私人定制”
式的帮扶。刘锋涛说，在科技大市场
的帮助下，公司申报通过了许昌市智
能物联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成
为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有关部门还引进专家帮
助公司解决技术难题，克服了公司在
管理、经营等方面的短板，使公司专注
主业，轻装上阵。

为企业找研发伙伴、为创业者找

场地、为科研人员发布成果……许昌
市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自运营以
来，紧紧围绕企业和创客的需求提供
贴心服务，成绩斐然，一批批初始创业
者在孵化器创业成功，“C”位出道。

2017年，在外闯荡多年的安创业
回到许昌，在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创办了许昌甩手宝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不到两年时间，甩手宝已经成为
无人零售解决方案服务商，目前拥有
员工30多名，其中近30名为本科以上
学历的研发人员。该公司拥有专利20
项，包括实用新型专利 10项和软件著
作权10项。

许昌市科创中心负责人介绍，国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紧盯入孵企业需
求，千方百计提供全方位、低成本、便
利化的增值服务，截至 2018 年年底，
已入孵企业 92 家，其中在孵企业 54
家、毕业企业38家。促成49家企业与
市外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27个项目
落地转化，其中 15个项目已列入中科
院河南中心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获得
资助资金 1560万元，立项数和获得资
金数均占全省 1/3 以上，位居全省第
一。2018 年，在孵企业总营业收入
1.27 亿元，总纳税 1143 万元，提供就
业岗位2425个。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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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再提高

每人每月多加150元
正阳不断延伸花生产业链条

小花生盘出大产业 本报讯（记者 卢松）7月 5日，记
者了解到，省民政厅和省财政厅日前
联合下发通知，我省今年再次提高孤
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每人每月
提高 150元，全省近 2万名孤儿直接
受益。此次提标时间从今年1月 1日
算起，上半年补贴的差额部分将于下
半年补发到位。

今年 1月，我省提高过一次全省
孤儿基本生活费最低标准，每人每月
提高 100元，社会散居孤儿、机构养
育孤儿每人每月最低补贴分别为
800 元和 1200 元。此次提标后，全

省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
标准由每人每月 800 元提高到 950
元，集中养育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
标 准 由 每 人 每 月 1200 元 提 高 到
1350 元，分别比去年年底的标准提
高250元。

据了解，今年我省还首次将孤儿
保障范围扩展到高中以上学历在校
学生，明确孤儿满 18周岁后，仍在普
通高中（职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
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普通
本科高校就读的，可继续享受孤儿基
本生活费。③5

许昌打造科技企业孵化器

“梦工厂”助力创业者“C”位出道

▲7月6日，游客在河南农大新品种实验基地采摘“酸甜果”西红柿。河南农大依靠科研和人才优势，在省内
外建设蔬菜新品种研发和推广基地，每年培育新品种1000多个，使受益菜农增收15%以上。⑨3 谷志方 摄

基层亮点连连看

（上接第一版）园区突出文化旅游为
特色的公共服务大数据、智能制造为
特色的工业大数据、创新引领为特
色的互联网大数据，打造数据资源
中心、数据技术中心、数据应用中心
三大中心，努力建设中部大数据产
业创新驱动示范区、国家大数据中
心先行区、国家智能制造大数据应
用示范区。

洛龙区不断健全信息通信、电
力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绿化等基础
配套，目前已开通国际互联网数据
专 用 通 道 ，窄 带 物 联 网 实 现 全 覆
盖。出台《洛阳大数据产业园扶持
政策》，明确列支 10亿元支持产业园
发展，并确定 12项具体扶持大数据
产业措施。

目前，产业园进驻的千余家企业
中包括高新技术企业 28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 317家，共吸纳从业人员 5

万余名，大数据产业整体生态链已初
步形成。拥有中国移动中原大数据
云计算中心和 360 景安数据中心两
大符合国际 T4标准的数据中心，建
成机房面积1.85万平方米，服务器托
管 2万余台，一系列大数据应用项目
加速从梦想走进现实，催生了新业态
新模式。与西安交大合作，由中科院
院士徐宗本领衔的中原大数据研究
院，为中信重工等传统装备制造业的
改造升级提供精确的大数据算法支
持；中国移动加快布局基于 5G技术
的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数字生态体系；
正在建设“洛阳旅游大数据服务平
台”项目，将打造面向全国服务的“数
据+文旅”“数据+金融”“文旅+产业”
等“互联网+”数字经济平台。2018
年，洛阳大数据产业园产业规模已突
破 100 亿元，迈入百亿级产业集聚
区。③9

（上接第一版）把党员培养成为实现
乡村振兴的先锋模范。

能人“领头雁”头脑灵活又实干，
逐渐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主心骨”，
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涌现了郑新
庄、马双锁、杨巷道等一批“双强”党
支部书记。

2018年，湖滨区 12个集体经济
“空白村”全部实现“破零”，收入在 3
万元以上的村由26个增加到37个。

“支部引路、党员带路、产业铺
路”，在产业链上建立党支部，通过“党
员+贫困户”“支部+产业大户”等党建
带动，先后建成了以黄龙蔬菜、关山花
椒、富刚扁桃等为代表的17个产业党
支部，带动1200余户群众增收致富，
实现贫困户产业分红全覆盖。

贫困户脱贫了，村集体有钱了，
旧村庄变了新模样，围绕“农”字形成
了“一村一品”的乡村旅游特色经
济。会兴街道打造王官白天鹅观景
台等乡村景点；交口乡富村开发“大
农业”和“庄园文化”。

为保证持续发展，湖滨区求贤若
渴，建立区、乡、村三级乡土人才信息
库，利用传统节日组织召开区、乡两
级“乡贤座谈会”11场，吸引 30余名
在外优秀人才回乡创业发展。

同时，湖滨区主动加强与农业科
研院所的合作，引进高层次农业人才
团队，并组织种植养殖能人外出学
习，培养了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
民的“三农”人才队伍，成为乡村振兴
的主力军。③8

本报讯（记者 杨凌 通讯员 李
晓鹏 常迪）7月 4日，记者从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获悉，该区地理
信息云平台近日荣获两项国家级奖
项，分别为“2019年地理信息产业优
秀工程奖”银奖和“2019年地理信息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据悉，航空港实验区地理信息云
平台由兴港投资集团下属兴港智慧
城市公司承建。一期工程于 2018年
11月 12日上线运营，汇集了航空港
实验区矢量电子地图、全景真三维地
图、影像电子地图、晕渲电子地图、
2007 年到 2017 年的历史影像电子
地图和实景数据，以“一张图”的形
式，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公众
提供全方位、高精度、多尺度的地理

信息服务。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有关负责

人表示，作为航空港实验区智慧城
市的基础框架平台，地理信息云平
台有利于促进信息资源共享和开
发 利 用 ，提 高 城 市 管 理 和 服 务 水
平，推动航空港实验区智慧城市的
建设步伐。

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程奖、地理
信息科技进步奖由中国地理信息产
业协会设立，旨在奖励在我国地理信
息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开发、科技成
果推广应用、高新技术产业化、重大
工程建设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项
目，推动地理信息资源和技术的广泛
应用，促进我国地理信息产业繁荣发
展。③5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地理信息
云平台荣获国家大奖

特色产业
助农增收

◀7月 7日，夏邑县车站镇赵庄村村民在挑选黄桃装箱。近年来，该村发展黄桃种植，实行“订单种植”模
式，产品深受市场欢迎，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⑨3 苗育才 摄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8周年,
6月 28日晚，郑州中原新区中部片区
土地一级开发联合党委在郑州西流
湖控股有限公司三十里铺安置区施
工现场隆重举办“红映新区 匠心筑
梦 安置房建设惠民生”庆“七一”文艺
汇演。

文艺汇演由郑州市土地储备中心
党委、郑州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郑
州中原新区党工委主办，郑州西流湖
控股有限公司党支部、河南五建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承办。河南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郑州市委组织部、郑州市国
资委、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州
市城乡建设局、郑州市总工会、中原
区、郑州地产集团、河南五建集团等单
位有关领导，中央、省、市主要新闻媒
体，以及中原新区起步区土地一级开
发项目各参建单位代表共计 500 余
人一同观看了演出。

汇演开始前，河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巩魁生，郑州

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李秀山和郑
州地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万永生
分别致辞。文艺汇演分为“风雷”“澎
湃”“巍峨”三个篇章。演出在动感有
力、催人奋进的光电舞蹈《青春之光》
中拉开序幕。第一篇章，情绪舞蹈《风
雷》、情景表演《洪流》、情景音舞《追
寻》，用史诗般的艺术手法呈现工人运
动的轰轰烈烈之势，再次验证了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
择；第二篇章，合诵+歌曲串联《青春
万岁》、主题表演《出彩河南人》、歌曲
《路过你》等节目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建筑工人的时代情怀和工人力

量；第三篇章，原创说唱《美》、互动宣
誓《信仰的力量》展示了基层员工在党

的领导下爱岗敬业、奋勇争先的精神
面貌。为表彰在中原新区起步区土地

一级开发建设中的优秀劳动者，联合
党委设立了“榫卯奖”，汇演现场对

“榫卯奖”获得者进行现场颁奖。晚会
最后以情景表演、快闪视频《我和我的
祖国》引发了全场大合唱，将现场气氛
推向高潮。

参加文艺汇演的 200多名演员全
部来自中原新区起步区土地一级开发
项目各个企业的基层员工和一线建设
工人，他们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放
弃了休息时间，白天工作、晚上排练，
用饱满的热情和极具时代感的表演赞
美党、祝福祖国，充分展示了当代工人
健康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和时

代风采。
西流湖公司承担的中原新区中部

片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安置房总体量
约330万平方米，覆盖五个安置区、21
个标段、数十家总包单位。郑州地产
集团党委、西流湖公司党支部在项目
建设中创新提出“一红一绿”理念，即
争创红色党建观摩阵地、争创绿色环
保安置房建设工地，持续探索出“支部
建在项目上”“党建进总包合同”“项目
党建标准化阵地建设”“党员联系点机
制”等党建工作新实践。同时整合项
目四方主体，统揽中原新区起步区全
体参建单位，成立了“联合党委”，中原
新区联合党委自今年 4月成立以来，
组织开展了庆“七一”系列活动，建设
完成党建展厅并对外开放，着力抓好
项目内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形成党建
与业务双促双推新模式，为加快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实现中华民族
伟 大 复 兴 的 中 国 梦 作 出 积 极 的 贡
献。 （郑州西流湖控股有限公司）

红映新区 匠心筑梦 安置房建设惠民生
——郑州中原新区中部片区土地一级开发联合党委隆重举办庆“七一”文艺汇演

洛龙区 大数据项目云集“中原数谷”

湖滨区 领头雁回归助推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