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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量达 50
多万吨，为当
地农民直接
增收2.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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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名片

曹圩村位于淮滨县期
思镇西北部，地处淮南湿地
核心区。全村面积 4.3平方
公里，共 2908 人，耕地面积
5555 亩 ，水 域 面 积 约 200
亩。农户收入来源以特色
种植、养殖及外出务工等为
主，种植有芡实、莲藕、弱筋
小麦等，养殖有蛋鸡、牛、鹅
等。曹圩村 2014 年退出国
家级贫困村序列，累计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 239 户 1002
人 ，目 前 未 脱 贫 12 户 28
人。③5

稳定脱贫不仅仅要解决基础设

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当地找到

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对

此，曹圩村发展芡实种植，并通过加

入产业党建联盟、吸引返乡人才带

头致富等方式，让以芡实产业为核

心、多种产业共发展的特色模式，逐

渐带动更多贫困户“摘帽”。

曹圩村紧邻淮河边上的兔子

湖，当地村民种芡实、莲藕等可通过

水利设施直接从兔子湖引水，自然

优势赋予其发展产业脱贫的便利。

当地发展的种植、养殖产业及加工

车间，实现了群众在家门口增收致

富的愿望。

此外，人才是发展的关键，期

思镇以引才、留才、用才为抓手，使

得越来越多的成功人士愿意返乡

创 业 ，带 领 一 方 群 众 共 同 发 展 产

业。③5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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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何心悦

“在家挣钱能顾住一家老小，谁愿意跑老远打工？”
顶着午后的太阳，杨传环一边娴熟地捞起芡实池内的
水藻，一边跟记者谈起他的脱贫往事。

47岁的杨传环是淮滨县期思镇曹圩村人。在外打
工返乡后，他没有想到，是当地的特色农产品芡实帮助一
家人摘下贫困帽。现在，他已与家人住在了新房子里。

芡实，是睡莲科芡属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种仁又
称鸡头米，可食用、可入药，还有个更响亮的名字——

“水中人参”。杨传环种植的芡实，是淮滨县芡实产业
党建联盟基地引进的苏芡，品质更好，卖价更高。期思
镇纪委书记任伟介绍，北芡每亩纯利润 3000多元，而
苏芡达6000多元。

为了帮助更多人脱贫，期思镇牵头成立了以曹圩
村为核心的淮滨县芡实产业党建联盟基地，全县种植
芡实总面积约4万亩。该基地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
头作用，积极培养种植带头人、业务能手、管理骨干为
党员，解决了“有组织无党员、有党员无组织”问题。这
一“党建+产业”联盟，还围绕芡实的种植、养护、收割、
采购等，安排整年的活动，并由各种植大户及各村党支
部轮流负责实施，以落实责任归属。

此外，期思镇还吸引了一批返乡人才。利用淮滨
县出台的“多彩田园”产业等政策，鼓励资本、人才、技
术下乡，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如曹圩村的芡
实种植带头人，在政策的吸引下回乡创业，带动了一批
群众增收致富。

杨传环加入了联盟基地的一家合作社，除了自家
的地，还流转几亩地种芡实。合作社向他无偿提供种
子，并免费指导种植。“芡实生长在水里面，有啥情况不
能直接看出来，没人指导着弄，就摸瞎了。”杨传环说。

“我除了种芡实，还在芡实池子里养泥鳅。芡实每
亩最多能收400斤，收完排水后种弱筋小麦，等收麦了
再种新一轮芡实。”杨传环透露，他去年的毛利润有十
余万元，比在外打工强很多。

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芡麦（蔬）轮作”的种植方式
已经在期思镇推广，5月至10月底种芡实，11月至次年
4月种菜或者弱筋小麦。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信阳
市分公司驻曹圩村第一书记方其俊说，曹圩村的芡麦
（蔬）轮作种植基地，已覆盖贫困户30户，户均年增收约
4万元。该基地还获得商务部“三品一标”认证。

“我刚来驻村的时候曹圩村已退出国家级贫困村
序列，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了。但并不是基础设施好
了，户户都能脱贫。”方其俊说。

“种芡实的确是产业扶贫的一个重要方式，我们因
户施策，采取多种就业脱贫方式。村里留守妇女多，就
组织她们去渔网厂等搞编织、做手工，一天能挣 50多
块钱，有的厂允许把活带回家。还有一部分村民靠在
本县或外地打工脱贫。”方其俊说。

目前曹圩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减少到 12户 28
人。“近期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让这28人脱贫，他们中多
数是老弱病残，我们会在加强社会保障这块儿多下功
夫。”方其俊说。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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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

“ 就 像 是 花 生 的 一 场 奇 幻 之
旅。秘鲁与中国在花生种植方面有
着奇妙的缘分。”9月 21日，在正阳
县举办的 2020 国际花生产业发展
大会暨花生文化交流研讨会上，秘
鲁驻华大使路易斯·可萨达说。

400多年前，原产于南美洲的花
生来到中国，并在中原大地落地生
根。如今，花生原产国之一秘鲁与
中国花生种植第一大县正阳，在国
际花生产业发展大会上续写“花生
之缘”，会同国内外专家一道探讨花
生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大会在加
强“一带一路”农业国际合作、促进
国际农业产业及品牌交流中，也助
推正阳小花生走上国际大舞台。

从早先的小规模种植到如今形
成庞大的集群产业，叫响“中国花生
之都”美名，正阳县在花生产业上可
谓练足了20年的“功夫”。

2000年，全国花生交易会在正
阳召开，借此机会，正阳县跃跃欲试，
盘算着让经济效益可观的花生大面
积推广种植。

但正阳县大部分土地是典型黏

土地，“早上湿，下午硬，一到晚上刨
不动”。焦灼之际，省农科院专家张
新友来到正阳，用短短几年时间先
后培育出“远杂 9102”“远杂 9307”
等系列花生品种，有效化解了土壤
问题，同时弥补了传统花生品种“小
白沙”抗病性差等缺点，让正阳花生
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如今，在正阳县 230 多万亩耕
地中，有 170余万亩都种植花生，年
产量达 50多万吨，为当地农民直接
增收 2.6 亿元，被正阳人亲切称为

“金豆豆”。
围绕花生加工的产业链条也延

伸开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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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后在正阳落户建厂。“还建成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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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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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艳丽在会上介绍。

将“小花生”做成“大产业”，成就
“大品牌”。目前，“正阳花生”在中国
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排行榜上居第2
名，被农业农村部评为“中国百强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实现产业产值、
品牌价值“双百亿”，形成“世界花生
看中国，中国花生看正阳”的效应。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驻马店市市长朱是西认
为，在此背景下，正阳花生要借力大
会促进“一带一路”农业国际合作的
契机，向国际舞台迈出坚实一步。

此次大会上宣布成立中国花生
和植物油品牌集群，这是中国品牌
建设促进会在全国打造的 50 个品
牌集群之一，通过制定并执行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团体标准，提高花
生产业总体水平。而作为中国花生
代表的“正阳花生”，将深度参与其
中，提升国际知名度。

“2020国际花生产业发展大会
暨花生文化交流研讨会，旨在通过
建设‘一带一路’中国花生产业对外
合作平台，讲好正阳花生与世界花
生品牌百年融合的文化故事，加强

‘一带一路’农业国际合作，促进国
际农业产业、农业品牌交流。”在大
会开幕致辞中，驻马店市委书记陈
星希望正阳花生在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中，讲好中国花生故事。③6

芡实可食用也可药用⑨ 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晓明 摄

迎小康庆丰收

正阳小花生走上国际大舞台

▲9月19日，义马市在鸿庆公园广场举行农民丰收节
庆祝活动。各具特色的文艺演出、农产品展、农民丰收趣味
运动会等活动吸引了市民的热情参与。⑨6 冯伟武 摄

▶9月 16日，由汝阳县内埠镇党员干部组成的秋收
督查队，走进田间地头，监督检查秋粮收获情况，确保颗
粒归仓。⑨3 康红军 摄

杨传环在芡实池内打捞水藻杨传环在芡实池内打捞水藻⑨⑨3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晓明刘晓明 摄摄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来尝尝俺
的玫瑰葡萄，又甜又香！”9月 22日，
在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庆祝第
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上，中
农果蔬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王中庆
热情地招呼过往群众。

与王中庆一同来参加活动的还
有 来 自 示 范 区 的 20 多 家 农 业 企
业。辛庄村的红宝石葡萄、北石涧
村老农民合作社的绿色蔬菜、阳庙
四宝等优势农产品展位一字排开，
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品尝购买。据了
解，当日，活动现场各类农产品成交

额达8万余元，签约订单20余万元。
“快看，龙凤灯舞表演队来了！”

人群中有人大喊一声。只见 20 多
名身穿锣鼓服的村民，齐心协力扛
起一条大龙灯，跟着龙珠的方向，一
拖一举、一收一回。展位前熙熙攘
攘的人群被这淳朴的表演带动得热
情高涨,现场掌声雷动。

“苏家作龙凤灯舞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表演粗犷奔放、节奏
明快，反映了当地农民勤劳朴实、刚
勇豪爽的特性。”焦作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苏家作乡党委书记武燕说。

据介绍，今年焦作市“中国农民

丰收节”庆祝活动采取“1+6+N”形
式，从9月22日至10月 8日，除主会
场外，还在6个乡（镇）街道举办各具
特色的主题分会场活动，同时各有
关部门、村、农业企业、社会团体也
将陆续组织慰问、篮球赛、歌舞表
演、茶话会等基层庆祝活动。

据介绍，近年来，示范区党工
委、管委会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
重中之重，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
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大力发展农
业、林业、畜牧、旅游等富民产业，扎
实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
步、农民全面发展。③9

龙凤灯下庆丰收

宇通：以标准创新引领客车制造高质量发展
□孙静

今年7月中旬，宇通102辆纯电动
客车陆续下线，开始分批次交付挪
威。这不仅是截至目前我国出口欧洲
的单笔最大量纯电动客车订单，更成
为在疫情冲击下中国制造业强劲复
苏、逆势增长的典型代表。

挪威是目前世界上电动车销量较
多的国家，也是对电动车辆性能、质
量、环保等方面要求均十分苛刻的国
家。宇通客车与多个国家的同类企业
同台竞标，最终以最高分的好成绩顺
利拿下这一订单，巩固了北欧的高端
电动车市场。不仅如此，在宇通的大
客户订单列表上，丹麦、意大利的批量
电动客车订单也在稳步推进中。

“作为中国的自主品牌客车，宇通

能够成功进军工业程度高度发达的欧
洲市场，在于自身实力的不断提升，更
在于其在客车制造标准化工作领域长
期处于的技术领先地位。”省市场监管
局标准化处相关负责人张英锋表示。

“以标准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推动
企业自身乃至整个行业迈向高质量发
展，是宇通一贯坚持的理念。”宇通客
车副总经理王宁说，宇通会根据国内
国际市场发展趋势及客户实际诉求不
断研究推出新技术、新产品，并提前布
局储备，将研究成果制定成为新的标
准，在合适时机通过主导或参与行业、
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为整个行业
的转型提供强大技术动力。

以标准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路径在电动客车领域有着生动实
践。近年来，我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迅猛，已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电动汽
车产销量最大的国家。相比于传统能
源车，电动汽车因电压较高等特点，安
全性一直是技术难点，也是消费者最
为关注的焦点。随着电动客车的广泛
使用，进一步规范其安全要求，制定电
动客车安全要求国家强制性标准，已
成为保障群众交通安全和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

“早在几年前，宇通就围绕电动客
车技术、智能网联技术、主被动安全控
制技术等关键领域开展了技术攻关和
工程应用研究，并已逐步建立起了相
应的技术标准和规范。”王宁介绍，正
是因为起步早且已有实践成果，宇通
在 2016 年正式成为主持制定电动客
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主导企
业。

目前，该标准已于今年 5月 12日
发布，并将于 2021 年 1月 1日起正式
实施。张英锋认为，电动客车安全要
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出台将极大规范
整个电动客车行业的发展，让各个企
业都有了努力提升的方向，并通过优
胜劣汰推动产业结构更加合理，逐步
提升中国电动客车自主品牌的整体实
力及在海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在标准领域的领先优势转化为巨
大的市场竞争优势。数据显示，虽受
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宇通新能源客
车的市场占有率仍达到 27.14%，持续
领跑行业。

这种优势转化在校车市场上表
现得更为明显。据介绍，宇通是行业
内首个研发专用校车的企业，并在
2012 年主持制定了专用校车安全技

术条件国家标准，这一标准针对儿童
天性特点提出了全面防护加轻松撤
离的安全理念，为校车制造业设置了
安全门槛，进一步规范了国内校车销
售市场。

“因对高标准不断追求及充分的
技术和产品储备，宇通校车不仅快速
抢占了产品入市的先机，更树立起了
安全可靠的市场口碑。”王宁说，这推
动宇通校车的市场占有率屡创新高，
从2012年的 26.5%持续增长至今年的
55.6%，占到国内校车市场的“半壁江
山”。

更为重要的是，校车安全技术国
家标准自 2012年实施以来，全国因校
车交通事故所导致的学童伤亡情况大
幅下降 90%以上，校车安全性能极大
提升。这一标准也因此获得了 2018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三等奖。
标准决定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

高质量。宇通将此奉为圭臬。王宁介
绍，宇通目前已主持、参与完成了 110
项国家及行业标准制定，正在主持或
参与的50项标准也在积极制定或申报
中，“我们的标准制定始终走在产业发
展的前列。比如当下，宇通正聚焦新
能源和智能网联，充分结合 5G 技术，
将客车打造成为一个智能终端。在探
索创新的过程中，一些研究成果已固
化成为新的标准，相信随着客车产业
的不断发展，这些新标准终将转化为
新的产业竞争优势。”王宁说。

基层亮点连连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