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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永
安乔金磊）11月15日，鲁山县尧山镇上

坪村的红叶和精品民宿吸引了不少摄

影爱好者前来采风。

“我们村已建成吾乡·问素、那年那

夕、龙月苑、尧山·23涧等4处精品民

宿，全村旅游从业人员有260余人，旅游

旺季日接待游客在3000人以上。现在

虽然不是旺季，但前来观赏红叶美景、

体验星级民宿的人仍然络绎不绝。”上

坪村党支部书记窦纪增介绍说。

上坪村位于大山深处，依托龙潭峡

等景区兴建农家宾馆40家，是个“农家

乐”专业村。近年来，该村立足资源禀

赋，积极谋划产业转型，围绕“旅游+农

业”做文章，向绿水青山要效益。按照

“宜游则游、宜农则农”的发展思路，该

村大力发展沟域经济，在小叶杨沟、东

沟、石洞沟、沟口、西沟等村民组实施整

体开发，建设民宿和景区项目；在上坪、

坡跟等村民组发展林果、香菇种植，销

售特色农产品。

目前，全村195户776名村民都从

旅游和民宿大发展中找到了致富门路，

村集体经济收入从零到如今10万多

元。守山护水护生态，因地制宜兴旅

游，该村通过推行“旅游+农业”发展模

式，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新路子。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苏晨霞

近日，走进安阳县白璧镇西裴村，扑

面而来的是浓浓的文化气息。仰韶文化

街上大幅的彩绘图案再现了仰韶文化时

期古人耕种、生活的原始场景；历史文化

街像一幅历史画卷，徐徐展开在游客面

前，引人注目；彩陶艺术街展现了古代器

物图案上的简朴美。

近年来，该村依托村西侧的仰韶文化

遗址以及蜿蜒而过的茶店河，围绕建设

“美丽文旅西裴小镇”目标，先后筹集各类

建设资金近千万元，使昔日封闭落后的贫

困村摇身一变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

村。今年9月，该村被确定为河南省乡村

旅游示范村。

该村采取租赁的方法，将村里的老旧

住宅改建成了文创馆、乡村记忆馆、村史

馆等文化场馆。文创馆内布置独特，古朴

与现代相互激荡，仿制的古老陶器令人爱

不释手，游客还可现场亲手进行彩陶制

作、烧制。在乡村记忆馆内不仅有当地的

土特产，还可现场体验手工织布、手推石

磙的乐趣。

为将美丽成果转化为美丽经济，使

村庄不仅好看，而且好玩，该村对全村

850亩耕地全部进行流转，建立了采摘

园。采摘园内建有51座高效农业大棚，

棚内种植有葡萄、西瓜、甜瓜、草莓等，

一年四季瓜果飘香，吸引了不少游客前

来采摘。同时，在茶店河北岸，建成了

码头音乐美食广场，汇聚了各地美食。

今年，该村先后举办了文化节、美食节

等，吸引了八方游客。据统计，该村今年

共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旅游收入40余

万元。

安阳县白璧镇西裴村

发展美丽经济 昔日封闭村变身网红村

鲁山县上坪村

“旅游+农业”点亮深山小村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

员徐铭）11月19日一大早，57岁的信阳

市浉河区十三里桥乡何湾村村民甘承

玉来到离家2里地的河南云帮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河南云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以红薯、草莓等农作物和中药材种

植、良种繁育、生产、加工、销售等为一

体的综合农业开发公司。该公司于

2015年在当地落户，流转土地近100

亩，建起了1000平方米的标准组培室

和8个智能联动日光温室。

“目前，公司年生产脱毒红薯种苗

300万株，脱毒草莓种苗200万株，白及

直播种苗200万株。”该公司基地负责人

王宏伟告诉记者，“实施产业带贫以来，

我们已为何湾村34户贫困户发放扶贫

资金10余万元，公司也为群众提供家门

口就业的便利机会。”

在种苗繁育车间里，务工村民正在

忙着平整土地为红薯育苗做准备。“在

公司上班一天可以挣到80元，公司离我

家近，我是赚钱顾家两不误。”甘承玉笑

着说。

何湾村党支部书记周勤说：“我们

乡村两级大力扶持龙头企业，通过实施

产业带贫，让脱贫群众不返贫能致富。”

今年以来，浉河区坚持把产业发展

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衔接的契合点和催化剂，从项目谋

划、载体建设、龙头带动、基础配套、运

营管理、利益联结等多方面综合推进，

形成了产业扶贫同乡村振兴同频共振、

深度融合、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

本报讯“基层党组织强大了、集体资

产资金收回了、乡村美丽了、村民利益得

到了保障，群众满意度高了。”近日，提起

重点村居集中整治后的良好效果，沈丘

县赵德营镇盆尧村村民纷纷称赞。

盆尧村属多年软弱涣散村，今年被

沈丘县委确定为重点集中整治的村

居。今年5月，该县县委统一部署，从县

纪委监委、检察院、公安局、巡察办等单

位抽调人员，组成集中整治工作组，进

驻盆尧村开展工作。工作组入驻后，通

过访民情、察民意，竭力消除热点、难点

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收到了良好

效果。

盆尧村原有集体林场耕地56亩，

2013年时村委以每年每亩200元出租

给16户村民耕种，原承包户不但拖欠租

金，又擅自以每年每亩600元的价格转

包给他人从中谋取利益，村民反映强

烈。工作组查清事实后，通过政策宣传

和普法教育，追回原林场耕地，交由村

统一管理，直接为村集体年创收3.64万

元，并追回拖欠土地租金2.77万元。

对部分群众反映养老保险实际缴纳

与公示金额不符问题，工作组逐户核对，

通过核实，及时将全村50人的养老保险

错误信息进行了纠正。 针对该村群众反

映较为强烈的村内道路硬化问题，工作组

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在今年秋收前顺利

修通了长2500米，宽4.5米出村水泥路。

此外，利用追回的集体资金为村内安装路

灯180盏。村民李仲英说：“工作组是真

真切切为民办实事，不但收回了集体的资

金资产，还给俺村安装了路灯，真是党的

光辉照到了我们的心眼里。”

此外，整治工作结束时，工作组又帮

助该村制定了村级财务管理等20多项制

度。同时，制定了新的村规民约，引领广

大村民倡导文明新风，为乡村振兴的推进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高洪帅赵帅）

11 月 16 日，宝

丰县商酒务镇韩庄

村欣荣种植合作社

的社员在收获红

薯。今年该合作社

选用红薯优质新品

亩均产量超 9000

斤 ，亩 均 纯 收 入

5000元。

王双正摄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刘
超张伟民）初冬时节，内黄县马上乡的

蔬菜基地里，人头攒动，一派丰收的景

象，当地4000余亩成熟的白萝卜新鲜

上市。 11月14日一大早，薄薄的雾气

中，马上乡李石村村民刘林学就组织人

员收获自家的白萝卜。

“今年的萝卜虽然受前期雨水影

响，但还是丰收了，市场行情也不错，

每亩地比往年能多卖五六百元，我今

年种了 7 亩，估计能卖两万六七千

元。”刘林学一边拔萝卜，一边高兴地

说。

今年秋季的持续降雨，给内黄县的

白萝卜生产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在当

地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

力下，影响被降到了最低限度，虽然总

产量较往年略有减少，但旺盛的市场需

求拉动了白萝卜的价格上涨，这给当地

群众带来了增收的喜悦。

“俺们村种植白萝卜有十五六年

的历史了，由于地质沙软，种出来的白

萝卜光泽好、耐储存，口感也不错，今

年全村大概种了1700亩，仅这一季就

能为群众带来600多万元的收益。”李

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海林

说。

近年来，马上乡高度重视蔬菜产业

的发展，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进行

大力扶持，先后扶持、引导成立了31家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并组织7个由专

业技术人员和党员干部组成的流动小

分队，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目

前，该乡的4000余亩白萝卜成熟上市，

吸引了郑州、上海、武汉、邯郸等地的客

商前来采购。

“现在每天发往外地的白萝卜大概

有200吨，交易金额40多万元，这一

季，销售总量大概有4000吨，交易额有

望达到900万元。”马上乡小黄滩村支

部委员王保双说。

据马上乡纪委书记段永杰介绍，今

年，该乡种植白萝卜4000余亩，总产

3000多万斤，仅此一项，就可为当地群

众带来2500余万元的经济收入。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新
强）11月14日，在位于鲁山县库区乡西

沟村的远东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车间内

工人们正在忙着包装柿叶。

“我们公司主要是把斛叶、竹叶、柿

叶等通过一定的流程进行加工，然后出

口到日本当作食品的外包装，年贸易额

有150多万美元。”公司负责人师建设

自豪地说。

鲁山县大部分山区生长有野生斛

树，1988年，库区乡上马了一个乡镇企

业，专门采摘、加工斛叶出口日本和韩

国，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该企业经营状

况不佳。

师建设2015年接手该企业后，大

胆创新，不但加工斛叶，还推出了竹叶、

柿叶、栗树叶等纯天然的食品外包装材

料，并和日本一家公司签订了长期供货

合同。

“日本人用我们的斛叶主要是用来

包装寿司和饭团。”师建设拿着一打只有

半个手掌大小的斛叶介绍道。

此外，该公司还收购符合出口标准

的竹叶、柿叶、栗树叶等，通过清洗、分

选、打捆、去柄、腌制、杀菌、包装，然后

出口日本。

“每年6月至8月是公司采购新鲜

树叶进行加工的旺季，最多时有200多

名工人。目前是淡季，厂里只有80多

名工人，公司采取计件工资，熟练工一

个月能挣 5000 多元，一般的也能挣

3000元左右，工人都是西沟村和附近

几个村的留守妇女。”师建设说。

据悉，该公司一年出口各种树叶

2万多箱，约7000万片。

“日本人还很喜欢吃柿子，下一步

公司准备推出鲜果柿子和柿子果脯系

类，把事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师建设

说。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实习生杨
柳通讯员成睿张祖康）夏采莲子冬挖

藕，眼下正是莲藕收获的季节。11月

16日，在武陟县詹店镇张菜园村藕荷

种植基地里，几十位农民正手持铁锹

热火朝天地开挖莲藕。

67岁的脱贫户高太祯捡起莲藕

熟练地进行分拣称重。“空闲时我就和

老伴儿来帮忙分拣称重，不用出远门，

一天就能挣近200元。”高太祯的脸上

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近年来，张菜园村依托丰富的黄

河滩地资源，大力发展莲藕种植，并在

2018年成立了浩丰藕虾农业专业合

作社，莲藕种植面积1000多亩，年产

值可达700万元。

“今年产量相当不错，亩产4000

余斤。”该合作社负责人高峰说，“我们

采取‘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

式，吸纳当地农户以自家农田入股合

作社，一同发展莲藕种植产业，目前已

经有200多户村民加入了合作社，村

民们不仅能收到农田租金，还可以参

加日常的莲藕种植采收工作，增加收

入。”

“原先村里闲置的空地现在都种

上了莲藕，根本不愁卖，一天就能卖出

去四五吨。不仅鼓起了村民的钱袋

子，还改善了村内的生态环境。”该村

党支部书记张春希说。

面对越来越红火的莲藕产业，高

峰盘算着来年扩大莲藕种植规模，与

周围百姓一道发展莲下养殖，同时争

取开发莲子、藕粉、荷叶茶等系列产

品，提高莲藕种植效益。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张瑞
敏 曹瀚文 娄盼盼）“种蜜薯年底有分

红，平时来地里干活儿还有工资，俺今

年多收入了1万多元，这多亏俺村的

俩书记啊！”11月15日，长葛市后河镇

三角王村脱贫户胡春玲说起今年的收

入，高兴得合不拢嘴。

在三角王村，和胡春玲一起种植

红薯的有4户脱贫户。2020年，他们

从银行贷款8万元，几家人合伙种植

了40亩蜜薯。

“经过考察，村党支部书记王建立

和我都觉得发展红薯种植前景不错，

收入稳定还能加工成粉芡、粉条，可以

形成产业链。”驻村第一书记乔超峰

说。

“村民种的蜜薯，全部都是人工除

草，保证绿色健康。附近村子的村民

农忙时都可以来帮忙除草、浇地、运

输、装包，种蜜薯还给村民带来了灵活

就业岗位。”乔超峰说，“普通鲜蜜薯一

斤卖一元钱，一斤粉芡能卖到8元，一

斤粉条能卖到12元，对比鲜薯，除去

加工成本，深加工后附加值提升了近

30%。”

此外，该村还尝试“蜜薯+黑麦”产

业模式，收完红薯后，将土地进行整理

后播种黑小麦，购买了新型立式双石

磨，对小麦进行深加工。“这种研磨设

备的特点就是研磨的时间长，机器不

发热，保证原生态，面的口感和营养都

很好。”王建立说。

通过蜜薯种植，脱贫户已经还清

了银行贷款，小蜜薯真正甜了脱贫户

的心。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张然）

11月18日，记者走进周口市淮阳区齐

老乡袁楼村香葱种植基地，到处是一派

忙碌场景。来自上海、成都、郑州等地

的客商排起了长队，等着将刚刨出的香

葱装车外运。据了解，香葱在齐老乡已

初步形成产业化、规模化，仅此一项实

现经济效益1.6亿元。

袁楼村的土质肥沃且松软，很适宜

种植香葱、姜、大蒜、花生等经济农作

物。2013年，该村党支部书记袁俊杰

带头种植香葱，并成立了润旭种植专业

合作社。后来，村民纷纷开始种植香

葱，2014年该村香葱喜获丰收，不少村

民尝到了种植香葱的甜头。经过几年

的发展，种植香葱逐渐成为齐老乡的一

个支柱产业。

在种植基地忙着装车的农民袁泽

军说：“俺在合作社干活多年了，年收入

5万多元。去年过年，袁俊杰还给俺发

了1万元的大红包呢！”

来此拉香葱的成都客商敖其勋说：

“我在这儿批发香葱五六年了，这里的

香葱质量好、口感好，在我们那边非常

受欢迎。”

67岁的务工村民李秀梅说：“现在

有一帮妇女在合作社种香葱刨香葱，大

家每天能挣上六七十元，还不耽误照顾

家庭。”

袁俊杰向记者介绍说：“我2013年

返乡创业，种植香葱、姜等经济作物，并

成立了合作社，现在已带动400多户村

民实现了增收致富。”

香葱既走向国人餐桌，又鼓起了

村民腰包。据了解，淮阳区香葱种植

带动了3000多人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该区正初步把特色农业转化成高质量

发展的农业，把传统优势转化为产业

优势。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杨明华）

近几天，汝南县常兴镇政府微信工作群

“炸开了锅”，全镇冬季人居环境整治亮

点纷呈，村村竞相上传环境整治效果照

片和视频，引得镇领导纷纷点赞。

“这是俺村的小游园，亭台楼阁，菊

花、月季盛开，曲径通幽，欢迎大家到此

一游。”王集村党支部书记王学伟在群

里晒出了新建小游园的短视频。

乡村振兴环境整治先行。今年入

冬以来，该镇通过开展清洁家园行动、

治理农村污染源、创建文明新家园等活

动，美化了乡村环境，提升了乡村“颜

值”，使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该镇利用冬闲有利时机，在全镇开展

清洁家园行动。各村积极响应，动员村民

对全村道路进行清扫，对坑塘进行整治，

并实施了小果园、小游园、小菜园“三园”

建设。该镇在每个村设立了“科普村村

通”宣传栏，制定了“五美”庭院示范户标

准、保洁制度等，同时开展“乡贤”“道德模

范”“文明村（户）和“好媳妇”“好婆婆”等评

选活动，传递向善正能量。目前，该镇已

建成“五美”农家庭院3000多个。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杨晓
燕）11月16日，在宝丰县李庄乡裕丰源

农业产业园的食用菌大棚内，一排排码

放整齐的菌棒上，一朵朵平菇簇拥在一

起，工人正在进行采摘。

“目前我这个产业园种有平菇10万

棒、羊肚菌10亩、大球盖菇10多亩，预

计可收入100万元左右。”园区负责人曼

永峰介绍道。

从事奶油草莓种植多年的曼永峰通

过外出考察，2020年秋季决定改变种植

种类，实现了从种草莓到种菌菇的转变。

“家里今年收入的一半儿都是我在

这儿打工赚的，还不耽误农忙时候收拾

自己家的地，一天在这儿能挣70元。这

守住家门口能赚钱真是解决了我的大

难题。”务工村民高军营说。

据悉，该产业园现有大棚7个，投入

约200万元。通过引进优良品种，专家

对菌菇采摘、储存、烘干及病虫害防治

进行指导，形成了“专家技术指导、企业

保底销售、群众投劳收益”的种植模式，

带动周边村近30人就业，年带动群众增

收10万余元。

浉河区

产业做支撑 发展后劲足

汝南县常兴镇

环境整治增添乡村气质

宝丰县李庄乡

建起菌菇棚 村民增收有门路

沈丘县

整治重点村 乡村更美丽
内黄县马上乡

种萝卜带来收入2500万元

鲁山县库区乡

山里长出“摇钱树”树叶出口变“金叶”

武陟县詹店镇
黄河滩里藕生金

长葛市三角王村
蜜薯产业
甜了村民心

淮阳区齐老乡

小香葱做成亿元产业

打造一村一品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