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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马楼村的樱桃李、仲楼村的西瓜……近年来，
夏邑县韩道口镇逐步培育一批特色产业村

特色产业成乡村振兴“加速器”
本报讯（通讯员刘守良 李素侠 记者
李燕）7 月 15 日，记者来到夏邑县韩道口
镇，一望无际的瓜菜大棚，成方连片的果
园，平整宽敞的道路，干净整洁的庭院，景
色宜人的休闲公园和设施完备的健身场
所……一幅产业兴旺百姓宜居宜业的乡
村振兴画卷徐徐展开。
在该镇潘马楼樱桃李种植基地，村民
们有的在采摘樱桃李，有的在分拣装箱，忙
得不亦乐乎。
“我们村的樱桃李种植基地有
500 余亩，安排了 100 多名村民就业，樱桃
李是俺村的支柱产业，樱桃李树成了村民
们的‘摇钱树’。”该村党支部书记郭洪战得
意地说。
在西顾厂村的顾家大院里，游人如织；
在村内新时代文明实践长廊，文艺爱好者

们吹拉弹唱；村内网红桥上，游客们左右摇
摆，笑声一片……乡村旅游让村庄焕发出
了勃勃生机。
如今，该镇已形成了仲楼村的西瓜、刘
集村的哈密瓜、前顾厂村的花椒和核桃、后
寨村的大蒜和大棚蔬菜，潘马楼村的樱桃
李等特色产业，特色产业成为引领该镇农
民增收致富的新载体和“加速器”。
谈起乡村振兴的新思路、新打算，韩道
口镇党委书记班新领说：
“大力发展观光农
业、功能农业、农业深加工产业等特色产
业，持续推进产业融合，以打造农业产业链
为导向，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
该镇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打造了
韩庄、穆楼养殖产业基地，加快畜牧养殖业

产业化进程。以板山羊养殖为依托，通过
申报“中国板山羊之乡”金字招牌，让更多
的优质羊肉走出去。同时，进一步扩大养
殖规模和现代化水平，新建一个大型现代
化的养殖场，大力推进养殖产业转型升级。
该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大招商促
大发展，选派精兵强将投入到招商引资工
作中，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改革发展的强
大引擎，招大招强，招新招特，以招商引资
新突破推动全镇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按照“水清、景美、境悠”的要求，该镇
以生态森林农村为目标，打造以西顾厂为
主的古村落，以红色文化和孝贤文化为主
要内容的乡村游；对西顾厂、后厂村里清代
遗留的古建民居进行修缮，规划建设西顾
厂产业园。

传统工艺榨油“范福记”俏销大商超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范
长坡 冯栎）7 月 6 日上午，位于叶县常
村镇艾小庄村漂麦河畔的范福记粮油
加工厂内，一桶桶贴有“范福记”商标
的菜籽油整齐排列，老板范玉光认真
检查着菜籽油的品质。
今年 34 岁的范玉光是艾小庄村
人，2008 年大学毕业后，先后辗转江
苏、上海、浙江等地打工。2011 年，范
玉光回到家乡，与父母一起开始经营
家里的榨油坊。
范玉光的父母很早就开始做榨油
生意，因为质量过硬，榨油坊的生意一
直都很好。回乡后，范玉光将父母的
榨油手艺全部学到了手，也成了远近
闻名的一块招牌。渐渐地，小油坊的
产量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范玉光看
准机会，决心将自家榨油坊扩大规模
经过前期规划、选址，去年，范玉光筹

措资金近 500 万元，租赁艾小庄村 20
亩土地及村级集体经济的标准化厂
房，购置机器设备，注册成立了范福记
粮油加工厂。
“目前市面菜籽油及小磨香油等
食用油普遍使用浸出工艺，出油率高、
成本低，但是没有炒制压榨菜籽油和
石磨香油那种醇香和营养。”范玉光
说，我们厂生产的食用油及芝麻酱采
用天然油料作物，原材料层层把关，不
添加、不勾兑，保留了油料作物原始的
醇香。
为保证产品品质，范玉光在周边
村庄流转土地 1000 亩，种植菜籽及花
生，供加工厂使用。另外，范玉光还与
周边农户签订合作协议，低价提供种
子，成熟后高于市场价回收，鼓励农户
种植菜籽和花生，
增加农户收入。
目前，范玉光的粮油加工厂建成

自动化食用油生产线两条，石磨油生
产线两条，芝麻酱生产线三条，能够生
产加工菜籽油、花生油、小磨油、芝麻
酱及其他休闲食品，生产出的产品供
应到各大商超，也在线上出售，可实现
年产值 600 余万元。
“我是艾小庄村的村民，因为家庭
原因无法外出。现在在这上班，离家
近、活也不重，一个月挣 2000 块钱，我
很满足。”加工厂工人王留记说。
现在，范玉光加工厂里有工人 11
人，都是周边村的村民，其中脱贫户有
5 人，工资每人每月 2000 元左右。
“下一步，我打算进一步细化产
品，设计低、中、高等多个档次，并逐步
健全销售团队，设立直营店、开通网络
直播带货，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真正让
‘范福记’成为群众致富路上的‘润滑
剂’。”范玉光说。

西峡县 培育乡土人才出实招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庞伟英
刘明田）为了加快推进乡村振兴，今年以
来，西峡县实施“乡土人才振兴计划”，以培
养农村创业致富领头雁、壮大实用技术土
专家、培育农产品营销新型农民为抓手，不
断培育壮大乡村人才队伍，为脱贫攻坚提
供人才与智力支撑。
壮大农村领头雁队伍。该县与北京农
学院、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省农业职业技术
学院、南阳农业职业学院等院校合作，开展
了“猕猴桃、香菇、山茱萸”特色产业致富领

头雁培训。截至目前，已培育农民合作社
带头人 126 人、农村创业致富能手 252 人、
农业科技示范户 576 户。
壮大“土专家”队伍。从林业、农业、菌
办、桃办、药办、水利、农机等涉农部门选派
20 名副高职称以上人才为科技特派员，组
建 100 人的 10 个技术服务队，深入 16 个乡
镇通过开展猕猴桃、香菇、山茱萸特色产业
实用人才技术培训，大力培育“土专家”
“田
秀才”。今年以来，该县先后开展技术培训
160 余次，培训农民 6000 余人。培育了猕

猴桃、香菇、山茱萸特色产业的“土专家”
“田秀才”468 人。同进，该县将乡土人才
培育纳入“智汇龙乡计划”政策补贴范围，
对新培育的乡土人才每人发放 500 元人才
补贴，今年以来已发放补贴 23.4万元。
壮大农村电商队伍。该县组织电商协
会、巾帼商城、南京点石、河南农购等电商企
业，
深入16个乡镇开展电子商务知识培训，
培
育一批农村
“网红”
，
壮大农村电商队伍。截至
目前，
已培育农村
“网红”
186人，
培育农村电
商创业就业人员958人。

生态葡萄
起致富路

串
7 月 16 日，襄城县山头店镇寺门村村民张广有在采收葡萄。2016 年，张广有流转山地 100 余亩，引进阳光玫瑰、黑巴等 10
多个新品种葡萄种植，
亩产值 1.5 万元，
并吸纳村上 12 户贫困群众在此务工。
古国凡 赵争艳 摄

汝州市夏店镇 一村一特色 村村有产业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平党申）
“今年这近 200 亩优质无公害食用丝瓜，又
到了收获期，头茬丝瓜销到了平顶山、洛阳
等地，供不应求。”7 月 12 日，在自家大田的
丝瓜架下，汝州市夏店镇陈庄村村民陈清
现向前来观摩学习的夏店镇各村党支部书
记介绍自己的丝瓜种植情况。
5 年前，陈清现和妻子杨丽霞一起到
郑州等地学习，引进先进种植技术和优质
品种，开始在陈庄村发展无公害食用丝瓜
种植。经过一年的摸索实践，50 多亩无
公害食用丝瓜试种成功，亩均收入 1 万元
以上。
5 年来，在夏店镇党委、镇政府的支持

下，陈庄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积极帮助
他流转土地，逐年扩大丝瓜种植面积。
陈清现致富不忘乡邻，他在陈庄村建
立了丝瓜种植扶贫基地，成立了蔬菜种植
公司，向村民提供丝瓜种植和收购一条龙
服务，先后帮助村中 15 户贫困群众发展丝
瓜种植 100 余亩。优先安排村中贫困劳动
力 20 余人在自己的蔬菜种植扶贫基地实
现就近务工增收。
近年来，夏店镇高度重视产业发展工
作，积极实施抓党建发展产业战略、
“领头
雁”发展产业战略、
“能人回归”发展产业战
略，促进现代高效种植、养殖、加工等富民
产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香菇大棚种瓜“段沟”引来大批客商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
鸿雨 龚敬涵）
“这两个有九成熟，可以
摘了，拿着筐过来吧。”7 月 12 日，在郏
县安良镇段沟村大棚内，该村村民张
孝夺和李霞娃正在采收“段沟”蜜瓜。
“我们的蜜瓜绿色无公害，超级
甜，一箱 4 个卖 100 元，现在已预订出
100 多箱。再有三五天，第二茬就可
以种完，中秋节前就可以上市。”该村
党支部书记王听贤说。
“九个山头八条谷，十年九旱八不
收。”曾是对段沟村贫穷、闭塞、落后的
写照，如今该村实现了华丽蝶变，成了
郏县乡村振兴的示范村。
站在村中放眼望去，处处充满着
希望：南边和西边的山上是长势喜人
的芍药、益母草、迷迭香，北侧近 1700
亩的山上是生机盎然的杜仲。

设生态家园。
围绕“三清一改”，集中开展大扫除、大
清洁、大整治行动。今年 3 月以来，该镇开
展了 3 次大型的农村污染源集中整治活
动，集中清理排水沟 116 条，治理农村黑臭
水沟 36 条，整治坑塘 320 个，清除背街小
巷、田边、路边、沟渠积累垃圾 1000 余处，
清除“四害”孳生场所 180 余处。
该镇投入资金 314.5 万元，以魏埠口、
台子寺、冯楼 3 个村为试点，对 92 条县乡
村道进行了路肩培护，在道路两旁栽植了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翁
应 峰）体 验 田 园 生 活 ，品 尝 劳 动 成
果。7 月 18 日上午，在信阳市平桥区
龙井乡胡沟村百亩杏园，专门从信阳
市城区赶来的焦成华老人来到一棵
杏树旁，郑重地将一块树牌挂在自己
认领的杏树上，然后和杏树共同合影
留念。
龙井乡党委书记陈汝河介绍说，
近年来，该乡围绕“梦里水乡、花果龙
井”发展定位，实施“一村一品、农业公
园真美，五村同创、共育五朵金花”发

三项 战 略 的 实 施 ，引 来 了 夏 店 镇 产
业大发展。河口村种植花椒 2000 余亩，
甄窑村种植连翘、艾草 800 余亩，夏西村
种植芦笋 300 余亩，上鲁村种植迷迭香
300 余亩，孙庄村的金银花、西湖村的香
菇、黄沟村的肉兔养殖、鲁张村的养鸡都
已 形 成 一 定 规 模 。 现 在 ，夏 店 镇 20 个
村，实现了一村一品，村村都有致富主打
产业。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夏店
镇将持续实施强村富民产业发展战略，进
一步掀起产业发展新高潮，为加快夏店镇
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撑，实现夏店镇高质
量发展。”夏店镇党委书记焦慧涛说。

绿化树木，并在村内主干道安装了路灯，
实现了硬化、绿化、美化、亮化的目标。同
时，在全镇改造农村危房 337 户，平整土
地 4000 多亩，实施了“小果园、小菜园、小
花园、小游园”建设。该镇还大力实施厕
所革命，全镇新建改建户厕 3000 多个，治
理畜禽粪污场所 123 个，村容村貌得到整
体提升。
“美丽乡村是颜值，文明家园是气质，
内外兼修才能为群众打造出如诗如画般的
新生活。”常兴镇党委书记刘阳说。

民参与，人均年增收 8000 元；红牛产
业安置就业 15 人，人均月工资 2000
元，村集体增收 3 万元。2019 年，该
村贫困户全部脱贫，村集体实现年收
入 23 万元。
进入夏季，气温高，不适宜香菇种
植，为了更好地发挥大棚种植效益，在
平顶山市农科院专家指导下，该村今
年试种了大棚蜜瓜，并注册了“段沟”
商标，一上市便吸引了大批客商前来
收购。
“镇里已组织专家对我们村进行
了前景规划，在龙虎山上建采摘园区、
在铫期岭建养殖区、在铫期谷内发展
农业体验和康养服务。再过三五年，
将建成以旅促农、以旅兴村的农旅综
合体，到时候段沟村将会更美丽。”谈
及未来，王听贤信心满满。

打造“五朵金花”“杏花村”农旅融合发展
展计划，走“赏花聚人气，摘果见效益”
发展之路，积极打造桃花村、梨花村、
杏花村、海棠花村和蓝莓花村。
胡沟村是龙井乡打造的五朵金
花村之—的杏花村，该村被洪山湖三
面环抱，空气清新，气候宜人，风景秀
丽，环境整洁，古朴民宿错落有致，红
色文化催人奋进，百亩杏树郁郁葱葱，
是休闲娱乐、放松身心、快乐劳作的理
想之地。
据了解，本次杏树认领活动，是将
胡沟村的百亩杏树与龙井乡全域旅游

和休闲观光相结合，创新推出的试点
项目，后续将通过春季赏花、夏季摘
果，摄影比赛、绘画比赛、诗词朗诵等
一系列文化活动的融合，吸引更多的
游客走进龙井，了解龙井，游在龙井。
“在繁华的城市之外，在紧张的工
作之余，拥有一棵属于咱自己的杏树，
春季赏花，夏季摘果，带着我们的家
人，体验劳作的乐趣，享受收获的喜
悦，为‘梦里水乡，花果龙井’增砖添
瓦，贡献微薄力量，我感到很幸福！”杏
树认领游客焦成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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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以来，灵宝市故县镇黄
桃大面积成熟，村民的脸上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近年来，该镇大力实
施科技兴果战略，带动全镇发展黄
桃种植 1.2 万亩，实现总产值 8000
余万元。
邢博 张凯华 摄

汝南县常兴镇 建设生态家园 按下“美颜键”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杨明华 周
志恒）盛夏时节，走进汝南县常兴镇任桥
村，宽阔平坦的水泥路通组入户，道路两旁
路灯矗立，农家小院错落有致，房前屋后花
草 姹 紫 嫣 红 ，整 个 村 庄 犹 如 按 下“ 美 颜
键”。
“就在几年前，俺村还是另一番景象。
村庄面貌的转变，源自不断的人居环境整
治。”该村 76 岁的老党员赖全义说。
近年来，常兴镇围绕“立足清、聚焦保、
着力改、促进美”的目标，转变工作思路，全
力打好村庄清洁行动战，扮亮乡村环境，建

“杜仲全身都是宝，前一段时间采
收花，再晚几天该收籽和叶子了。我
们种的杜仲不打药、不用化肥，非常受
欢迎。”正在锄草的村民张敏笑着说。
2016 年，郏县中医院向该村派来
了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为让村民
尽快脱贫致富，工作队请来专家、技术
人员，为段沟“把脉”。最终，辨证施
治开出了良方：荒山发展红牛养殖、荒
地建棚种香菇，相对平整的地块种中
草药。在工作队的积极协调下，还为
该村打了两眼 300 余米的深水井，如
今村民生活、畜牧养殖、农业灌溉都不
用为没有水发愁了。
产业兴，收入增。目前，该村香菇
产业安置就业 20 人，人均年增收 1 万
元，同时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 11 万元
收入；中药材种植基地带动 40 多名村

▲7 月 13 日，商水县鑫园种养合
作社理事长王争林（右）在查看大棚生
菜长势。该合作社流转土地 1000 多
亩，
发展无公害蔬菜种植，
年销售各类
蔬菜 300 多万公斤，实现经济效益
400 多万元。
赵永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