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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生”展露“新颜值”通许县
各里口村

□本报记者杨利伟见习记者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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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康帆振辉德全

“刚从湖南引回的太秋柿树苗，挂果早、果期长、口感

好，我们这里山多地贫，要想地生金，选苗得下大功夫！”4

月11日，在淅川县城郊的上集镇草庙沟村学林农场，负

责人魏学林正指挥工人挖穴、栽树、浇水，小心地侍弄着

这些远道而来的“娇苗苗”。

“村子地处霄山腹地，人均不到一亩地，贫困发生率

高达16.5%。但麻库石坡地适宜种果树，这条路选对

了。”魏学林抚摸着刚种下的树苗感慨道。2015年，淅川

县立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的区位特点，大力

发展“短、中、长”三线绿色产业，短线发展短平快产业，中

线发展生态林果，长线发展旅游业，县里还出台一系列产

业奖补、技术培训、品牌创建等扶持政策。踌躇满志的魏

学林迎来了大显身手的好时机。

“四处聘请高水平农艺师，四方打听优质水果品种，

头两年，三天两头往外跑，家跟旅馆差不多，早年做生意

存下的500多万元，全投在地里……”提起创业史，魏学

林仍是一把辛酸泪。“好在有政府的支持，总算坚持下来

了。”魏学林感激地说，通过产业奖补、项目资金等扶持政

策，农场水、电、路全部配套到位，销售遇到困难时，镇领

导亲自为他站台……

在魏学林的带动下，草庙沟村已发展板栗1000余

亩，葡萄、甜柿等300余亩，打造了粉黛庄园等乡村旅游

示范点，一片片产业基地成了村民的脱贫致富地。“镇上

提倡‘一村一品’，咱这儿主打农旅一体，板栗、葡萄、大

枣、甜柿、香梨……各种水果应有尽有，四季不重样。”魏

学林告诉记者，因为离县城近、水果品质高，原来的穷乡

僻壤成了淅川人的休闲打卡地。如今，在学林农场务工

的群众达50多人，全村通过地租、分红、务工等方式，人

均增收2200元以上。

“上集镇地处县城郊区。近年来，我们立足于本地资

源禀赋，在‘城郊经济’上做大文章，把‘一村一品’作为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头戏。”上集镇

党委书记贾杰介绍道，“我镇因地制宜，因村施策，通过政

策引导，典型带动，特色培育等举措，合理布局各村产业，

带动农户致富增收。”

科学规划布局。上集镇深入挖掘城郊优势、交通优

势，以“城郊经济”为方向，合理规划布局各村产业。重

点规划发展了“五种经济”：一是采摘经济。引导城郊食

用菌、鲜果、蔬菜产业基础较好的村发展采摘经济，吸引游客亲近自然、体验田园

生活。二是旅游经济。通过招商引资、旅游扶贫等方式，培育了周园村孔雀谷、

贾沟村跑马场等5个旅游观光园，为城区群众提供了休闲娱乐场所。三是药材

经济。引导相对偏僻、生态优势突出的村发展中药材产业。四是商超经济。鼓

励丹阳社区、铁庙村等城区附近的村、社区按照规划开发楼盘小区，通过出租、合

作等方式，吸引商场、超市等入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五是路边经济。利用

靠近主干道、人流量大等优势，引导群众有序在路边售卖自己种植的鲜果或加工

过的农副产品。

强化服务保障。农业产业前期投资大、周期长，为推动产业健康发展，上集镇

推行政策、技术和销售“三重保障”，给群众吃下三颗“定心丸”。一是政策保障。围

绕食用菌、中药材、林果、特色养殖、种植等七大类产业，研究制定奖补政策，助推产

业健康持续发展。二是技术保障。重技术、重人才是上集镇“一村一品”蓬勃发展

的重要特质。（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肖列）富硒小麦、富硒

大米、富硒蔬菜……一批河南优质的富

硒农产品将走出田间地头，端上北京人

的餐桌。4月20日，“豫硒农产品进京”

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

河南省富硒农产品协会与硒粮香

（北京）商超运营机构，河南省富硒农产

品协会与河南省健康食品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河南省富硒农产品协会与河南

日报农村版三个合作协议正式签约。

河南省富硒农产品协会向硒粮香（北

京）商超运营机构、河南德膳堂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两家企业颁授“豫硒农产品

进京指定单位”旗帜。

“河南富硒农业起步早、潜力大、动

能强、后劲足，充满着‘硒’望。”活动主

办方、河南省富硒农产品协会会长张留

灿介绍，河南是农业大省，也是全国重

要的粮食生产大省，优质农产品资源丰

富，全省可耕种的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良

好，96.7%的可耕种土地达到绿色食品

产地标准，在优质农产品资源基础上发

展富硒农产品“得天独厚”。

据了解，河南富硒农产品已聚集了米

面粮油、瓜果菜菌、蛋奶肉禽、保健食品四

大系列的200多种产品，（下转第二版）

今年是建党 100 周
年。在河南，数百万共产
党员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誓言；在河南，4万多个农
村基层党组织在推动社
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近年来，我省坚定扛
稳农村基层党建的政治
责任，坚持大抓基层、大
抓支部，铸就了坚强的基
层战斗堡垒。今日起，本
报联合省委组织部推出
“堡垒——走进省级基层
党建示范村”专栏，集中
报道一批示范村建强农
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加强村党组织书记队伍
建设、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等事迹，以激发基层干事
创业活力，奋力谱写新时
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
篇章。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史方方
王莉）“小麦赤霉病具有可防可控不可治

的特点，因此要坚持‘预防为主、主动出

击、见花打药’的防治策略，小麦齐穗扬花

初期见花施药是关键，广大农民要抓住有

利时机，进行预防。”4月20日上午，济源

2021年小麦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现场会

在梨林镇大许村召开，省小麦“两病一寒”

防控专家指导组专家李洪连现场指导，济

源示范区各镇（街道）农业服务中心及农

技推广区域站有关负责人、种粮大户等

80余人现场学习。

记者了解，今年济源小麦种植面积

31.9万亩，目前已进入抽穗扬花期。此阶

段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防治对象

主要为小麦赤霉病、小麦白粉病、小麦条

锈病、麦叶蜂。其中，重点防治小麦赤霉

病。

会上，济源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了济源当前小麦病虫害发生形势。截

至4月19日，小麦病虫害累计发生面积

57.3万亩次，防治面积72万亩次。发生

的主要病虫害有三虫两病，即麦蚜、麦蜘

蛛、麦叶峰、纹枯病、白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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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硒农产品进京签约仪式在郑举行

防治小麦赤霉病，防控专家传真经——

预防为主 主动出击 见花打药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倡议亚洲和世界各国回应时代呼唤，携手共克疫情，加强全球治理，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

标题新闻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4月的各里口村，繁花似锦。85岁

的老党员黄义新像往常一样在村里转

悠着，时不时地弯下腰拾起身旁的垃

圾，丢进附近的垃圾桶里。面对记者，

他憨笑着说：“我年龄大了，干不动活

了，但只要我还活着，就会尽力为村里

做一份贡献……”

黄义新转悠的路线有一定的规律：

从家里出来，沿着村里的桂花大道走一

遍，然后拐到村室大广场，在这里，他往

往会对着广场对面的国旗和党徽凝望

一阵子：“我是一名党员，永生不会忘记

我的入党誓词。看着国旗和党徽，我都

忍不住会激动。”

站在通许县邸阁乡各里口村2400

平方米的文化广场上，迎着春日看向有着

360平方米的村室，村室上方的国旗和党

徽熠熠生辉。“这里原本是6米深的坑塘，

我们把它填平新建了两层标准化村室，又

新建了村文化广场和乡村大舞台，广场上

安装体育器材13套，丰富了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使村党群服务中心真正成为凝

聚人心、激励干事、服务群众的阵地。”各

里口村党支部书记任宝生介绍说，前些年

村里由于党务干部学历不高、能力不足的

原因，导致党建工作一直上不去，曾被县

委组织部点名“表扬”。自2018年村“两

委”换届以来，村里积极推进村干部规范

化管理，定期开展村干部思想教育以及精

准扶贫、乡村振兴、技能等培训，提升村干

部的基本知识和能力，让村干部真正讲政

治、守规矩，能干事、干成事。

各里口村把全村划成3个片区，村党

支部3名支委每人负责一个区，全村44名

党员全部挂牌亮身份。“群众的事保证不让

他出村，需要出村的也是村干部、党员代办

或者领着办。”任宝生说，在各里口村，“官

油子”“混日子”党员没有一点儿“市场”。

出各里口村往南500米，是村里的工

业区，里面已经落地建成了一家鞋厂和

一家塑料管材厂。

“支持家乡建设嘛，咱是得回来。”说起

回乡创业历程，鞋厂的任书山略带腼腆地

笑着说。

任书山大学毕业以后在福建的一个鞋

厂从事设计工作，他不断在工作中学习，很

快从一名技术员成长为技术负责人，并在

当地谈了一个女朋友，俩人都在鞋厂从事

设计工作，很快结了婚。2019年，在全乡

鼓励返乡创业活动中，任宝生和村“两委”

班子与任书山多次沟通，最终任书山决定

在村里创办舒山达鞋厂，并通过企业带贫

的形式，带动本村及邻村的贫困户40多人

就业。“回乡创业媳妇也来了，她也成各里

口村人了！”任书山一脸满意。

近几年，该村利用土地资源优势，成

立了合作社，对村里的80余亩废坑塘进

行清理整治，借助土地流转将所有可用耕

地整合开发，带领群众种植果树，发展特

色产业种植，成规模套种辣椒、大蒜、西瓜

1000余亩，探索确立了“合作社+种植户+

经营大户”的运作方式，增加集体经济收

入来源，2020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1.3

万元。

村里的党员任刚垒带头拆掉了给自

家带来主要收入的猪棚。“我是一名党

员，现在上面有了新政策，我必须带头转

型。”任刚垒说，通过对猪棚的复垦改造，

他种了20多亩的山药。“明年就会见效

益了。”

“我们村南、村北两座大门气派吧！”

任宝生指着村口的石头大门，一脸自豪。

前几年，为纪念各里口村往日的辉

煌，亦为了展示各里口村的未来，村委会

打算在旧址上新建村南、村北两座大门，

村支部一班人先后找到了在外经商的任

宝庆、任柏伟和任文庆，三位乡贤出资30

万元在原址上修建了两座村大门，还对村

里主街道进行了绿化，路两旁种上了桂花

树，又帮助村里对老式民房进行“抢救性”

挖掘，建成了3个民俗展示厅，留住了村民

的乡愁记忆。

“以前村里文化活动少，除了打牌还

是打牌。现在好了，有了文化广场、图书

室和村室后，乡亲们吃完晚饭，就吆喝着

去跳广场舞或者去看书、下棋，娱乐活动

一点儿不比城里少。”在村里开饭店的黄

松林告诉记者，饭店的生意也跟着好了。

提起这两年村子的变化，任柏伟很

是感慨：“我们村就缺自己的文化氛围，

他们城里有‘文化’，我的家乡也要有，我

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乡亲们种出一片

‘文化田’。”

本报讯（记者孙玮通讯员陈公辉）

4月20日，中原银行助力乡村振兴誓师

动员大会在郑州召开，中原银行乡村振

兴金融部宣告成立，中原银行董事长窦

荣兴为其揭牌。来自全省各地市分行、

县支行行长、小微支行及优秀普惠金融

服务站站长等280余人参加。

中原银行乡村振兴金融部由该行

惠农金融部更名而来，內设客户服务

部、渠道运营部、产品研发部、乡村在线

部、产业发展部、风险合规部等6个二级

部门。其成立意味着中原银行对于“上

网下乡”战略进行再度升级，将乡村振

兴提升到全新高度。

在广泛布局线下网点的同时，中原

银行还积极发挥金融科技实力，投身数

字乡村建设之中。中原银行“乡村在

线”项目于 2020 年 6月 28 日成功上

线。这款App集党建、村务、社交、电

商、生活服务、信息咨询于一体，可有效

满足村干部乡村治理与村民日益多元

化、线上化、智能化需求，为村民提供更

为便捷的普惠金融服务。截至2021年

3月末，乡村在线注册用户达41.9万户。

“乡村在线是未来服务农村的重要

抓手，要紧密结合农村客户场景需求，

特别是乡村干部管理需求，增强客户推

荐使用意愿；持续完善平台功能，提升

客户体验，为银行服务农民生产和生活

搭建坚实桥梁。”中原银行行长王炯说。

中原银行乡村振兴金融部揭牌成立

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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