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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记者卢利红

冬日的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落

大地，祝光先就带领乡亲们在迷迭香

种植基地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看着堆

起来的迷迭香枝条，祝光先满脸欣慰：

“今年干叶大约一万元一吨，忙活了这

么久，马上就要见收益了。”

祝光先是新县吴陈河镇朱洼村

人。2018年年底，了解到农民工返乡

创业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已经50多岁

的祝光先从北京返回老家，经过充分

的前期考察，成立了新县虎跃嶺种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他的想法很简

单：现在政策这么好，咱好好干，不仅

自己能挣钱，最好还能带动乡亲们致

富，给家乡做点贡献。在河南农业大

学校友种苗和技术的支持下，祝光先

承包了村里400余亩农业用地及闲置

地，种植中药材迷迭香。这也是新县

第一个以种植迷迭香为主的合作社。

三年来，祝光先全家深深迷上了

迷迭香：经历了种苗成活、一天一变样

的兴奋；经历了连绵阴雨导致药材苗

受灾的失落和无奈；还有村民这草咱

都没见过，咋种，卖给谁的质疑……眼

看迷迭香一天天长大，在阳光下散发

出幽香，祝光先和全家人充满了信心

与希望：县有关部门领导、吴陈河镇领

导班子多次现场调研指导；分管领导

隔段儿时间就要到山间地头转一转，

看看长势，了解需求，帮忙谋划；驻村

干部阮金祥、村委干部朱昌银等更是

把合作社的事儿当成自家的事儿，事

无巨细，事事关心。

合作社的迷迭香越长越旺，规模

逐渐扩大，效益越来越好。如何用迷

迭香产业带动更多人致富、带动乡村

振兴？ 去年年底，在镇、村两级党组

织与县扶贫办（现为乡村振兴办）的

全力支持下，政府投入扶持资金80

余万元，合作社的厂房建设项目顺利

立项、开工建设；今年5月，项目完

工，收获的鲜叶在这里进行粗加工后

再进行销售，合作社向产业化经营迈

出新步伐。

“一有时间我就来基地干活，每天

能挣六七十块钱。基地就在家门口，

不耽误照顾家里，我很满足。”今年67

岁的村民熊芳芝开心地说。“像熊芳芝

这样，每天从附近村子来基地干活的

村民不在少数。大家心里都有本账，

在基地干活不仅离家近，还能照顾家

里的大大小小的事儿，日子也能越过

越好。”村委干部朱昌银说。在党的政

策引领下，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

手，以产业兴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农民增收为目标的惠民举措，在革命

老区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成了实实在在

的行动和成果。

“这段儿时间有得忙了，刚忙完收

获，又要开始忙育苗；除了俺们村，周

围不少村的人已经预约了种苗，下一

年要跟着种。这日子过起来，有希望、

有奔头啊。”祝光先充满信心地说道。

前不久，56岁的祝光先向村委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希望自己在带动村

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冲锋在前，让迷

迭香飘香大别山，让中药材种植成为

俺们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优质产

业。”整天学技术、学政策的祝光先讲

起来头头是道。

本报讯（记者刘彤）业以才兴，实

现乡村产业振兴，首要在于人才队伍的

打造。11月19日，“教授田间大讲堂”

在洛阳市孟津区小浪底镇开讲，来自郑

州大学多学科的专家教授们向该镇28

个行政村的村党支部书记讲授了一堂

生动的主题党课。

当天下午，孟津区委书记杨劭春会

见了专家教授们并达成合作共识。

课上，围绕“农业企业家的生成与传

统农业的转变”，郑州大学现代产业与企

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孙学敏教授作

了题为《引智助农，助力小浪底乡村振兴》

演讲。孙学敏认为，先进科技在农业中大

量应用、快速迭代，使得农业规模化经营

成为可能，同时也改变了农业生产方式，

这一改变呼唤更多先进科技进入农业领

域。只有打造一批懂得资源对接、品牌打

造、渠道创新的乡村“当家人”，才能把更

多先进技术和优质资源引入、整合到乡村

产业中，实现农业农村与先进生产要素的

融合发展。

孙学敏表示，郑州大学在MBA教

育和企业家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和资源，近年来还积极承担了河南省高

素质农民培训项目，通过开办“农业经

理人培训班”汇聚了全省各地的农业企

业家，郑州大学将发挥专业优势为小浪

底镇农业经理人的培养作出积极贡

献。该镇28名村党支部书记一致认为

这次党课收获很大，对专家教授们提出

的发展建议表示认同。

课后，专家教授们与28名村党支部

书记一道，在孟津区委常委、小浪底镇

党委书记李欣的引领下，走进明达村的

农家小院和现代农业产业基地考察党

建工作。孙学敏和郑州大学农学院执

行院长黄进勇教授分别向小浪底镇授

予“郑州大学现代产业与企业发展战略

研究中心乡村产业振兴研究基地”“郑

州大学农学院绿色高效农业研究示范

基地”牌匾。

郑州大学教授田间地头讲党课

范道明和工人一起为杜泊绵羊剪羊毛

大别山上迷迭飘香

□贺德敬马洪山文/图

近日，在范县张庄镇范祝庄村北头两个占

地近10亩的大棚羊舍内，1000多只欧拉羊、杜

泊绵羊悠闲地吃着饲养人员喂的饲料，圈舍内

的羊粪透过水泥板的空隙，掉落进安装在圈舍

下面的自动掏粪机内，整个羊舍干干净净……

“我这里的羊，都是从青海和内蒙古引进

的。每年养两茬，每茬饲养五个月、长到120

斤出栏，按现在的市场价，每只羊能净赚400

元，从去年到现在，已经出栏了四茬4000只

羊。”“羊倌”范道明掰着手指算了一笔账。

43岁的范道明是土生土长的范祝庄村人，

参军当过三年兵，复员后在濮阳市区开过药店，

后来赴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开办了一个“范小

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一干就是16年。在这16

年里，他的这家只有26个员工的公司每年利润

都在800万元左右，成为当地知名企业。范道明

也成为范祝庄村乡亲们眼里的“大老板”。

2019年11月，事业蒸蒸日上的范道明做

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张家口的公司托付

给一个亲戚打理，自己只身回到家乡，投资近

千万元，在范祝庄村北头建了个养殖场。“大老

板”回乡当“羊倌”，成为当地一个爆炸性新闻。

“我之所以选择回乡创业，一是受家乡创

业政策的感召，二是我个人虽然富裕了，但家

乡还很贫困，我想尽自己的能力，为家乡的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出把力，为乡亲们办点实实

在在的事，这样我的人生才更有意义。”范道明

说，他的养殖场已安排20多名村民就业，其中

有6名脱贫户。

为掌握饲养技术，范道明一趟趟赴山东、

河北的大型养殖基地学习取经，对待每只羊都

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呵护它们的成

长，养殖场干得风生水起。今年夏天，他又在

村头流转了15亩林地，新建4座羊舍，投用后

可以增加4500只羊的存栏量。

11月18日，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

程院公布了2021年院士增选结果。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部的

当选院士中有2名农业科技工作者，分

别是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杨维才、云南大学张克勤。

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当选院士10

人，分别为新疆农垦科学院尹飞虎、河

南省农业科学院许为钢、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吴义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

水产研究所陈松林、南京农业大学沈其

荣、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

划研究所周卫、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

畜牧兽医研究所侯水生、湖南省农业

科学院柏连阳、浙江大学喻景权和中国

农业大学谯仕彦。

中国家庭农场经营土地面积不到

1亿亩，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最大主体

看来将是长期的过程。因此，当前培

育和发展家庭农场，要尊重市场规律。

一是经营规模。美国Gertson农

场经营土地8000英亩（4.856万亩），农

场工作人员仅10人左右。我们强调规

模要适度，但规模多大合适，应由市场

来决定，与机械化水平、农场主的经营

管理能力直接相关。这一过程政府行

为要规范，既不能人为“垒大户”，片面

追求超大规模经营；也不能人为设置

“天花板”，抵制先进农户大型化发展。

二是租地经济。从美国和中国

农业用地流转情况来看，租地农场势

必普遍流行。而且在土地制度供给

上，我国农村土地实行“三权分置”，所

有权归集体、承包权归农户，不会出现

农业用地买卖的市场交易。因此从长

期来看，如何形成合理的地租水平十

分重要。地租日益攀升虽然能够增加

普通农户的财产性收入，但也会抬升

农业生产成本，削弱农业竞争力。

三是要培养热爱农业的经营者。

农场主的素质决定了家庭农场的发展

潜力，未来将决定中国农业的竞争

力。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

型职业农民，其中最关键也被排在首

位的是爱农业。只有真正热爱农业，

把干农业当作事业、当作一种生活方

式，才能全身心投入家庭农场发展，学

习技术、钻研管理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张红宇）

发展家庭农场要尊重市场规律

一周速览 NEWS

2021年，杨维才等12名农业科学家当选院士

近期，尿素市场交投仍然处于“按

兵不动”状态，预计短期内价格以小幅

波动为主，业内对气头企业停产及下游

备肥情况关注度较高。磷肥一铵方面，

成本支撑减弱，下游复合肥企业开工低

位，拿货较为谨慎，预计后期行情弱势

下行为主；磷肥二铵方面，国内需求偏

弱，出口受限，原料价格震荡、企业库存

压力逐步增加，预计后期价格或存下行

可能。钾肥市场保持高位坚挺态势，市

场货源比较紧缺，贸易商惜售心态较

重，钾肥依旧维持高价位，市场新单成

交并不理想。复合肥企业整体开工率

维持低位，市场需求清淡，部分企业阶

段性预收或计息收款为主，短期内价格

维稳运行为主。

11月18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

闻频道报道了国家出台多项调控监管

措施之后，农资价格逐步趋稳，宏观调

控效果显现。同时对全国供销合作社

系统、中国供销集团及所属中农集团在

农资保供稳价、保障各地秋冬种、为明

年春耕农资做好储备等方面的措施和

成果进行了报道。 （本报综合）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化肥行

业生产运行调度座谈会。

会议要求各地要加大政策支持，优

先保障化肥企业原料、能源等生产要素

供应，科学推进磷石膏“以渣定产”，指

导企业合理安排生产，确保化肥生产企

业稳定运行；强化产需对接，会同行业

协会、重点企业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协

助提前做好化肥调配等工作；做好监测

预警，及时跟踪分析行业走势，摸清真

实情况，把握市场需求变化，帮助协调

解决问题。

羊舍的卫生每天都要打扫几遍

每天多次巡查羊舍，哪只羊生病

范道明一眼就能看出来

““大老板大老板””
回乡当回乡当羊羊倌倌倌倌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谢辛凌

初冬时节，麦苗青青。11月21日，走进沈

丘县付井镇九里村苏家养蜂合作社，可以看到

一排排大小相同的蜂箱，错落有致地散布在院

内各处。蜂蜜灌装车间里10余名工人忙着在

灌装好蜂蜜的瓶上贴标签，以备装车销售。

“五六月份，每公斤蜂蜜卖50元左右。贮

藏到这个季节，每公斤能多卖20元左右。”合作

社负责销售的工作人员介绍，“四月收油菜花

蜜，五月收槐花蜜、麦花蜜，六月收枣花蜜，七八

九三个月，收的是百花蜜……”

人称“蜂王哥”的合作社理事长苏尚方，此时

正在养殖基地做直播，只见他一边兴致勃勃地用

手机展现灌装场景，一边向在线观众介绍蜂蜜原

料产地、摇蜜加工程序、如何灌装密封等。

“货源我提供，质量我保证，蜂蜜天然无公

害，合作社各种资质证照都齐全，你只管放心卖

货！”苏尚方对前来养殖基地考察的一名网络主

播拍着胸膛打包票。养殖基地所在的九里村，地

处沈丘县东南20公里，这里林果树木覆盖广、蜜

源植物种类多，适合土蜂（中华蜂）的养殖。

“我爷爷和爸爸，以前就在农村养蜂。在我

的记忆里，爷爷养的蜜蜂，所产的蜂蜜很甜，但那

时销售模式简单，购买的都是附近村的人。我入

伍当兵后，时常把家里的蜂蜜带给战友品尝，他

们觉得蜂蜜非常好，能在城里卖出好价钱，这也

让我对‘甜蜜事业’有了信心。”苏尚方说。

“2018年退伍返乡，我就跟爸爸商量，如何

养更多的蜜蜂。2019年我联合村民成立了养蜂

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鼓励

村里的脱贫户、脱贫不稳定户和周边蜂农加入，

从事规模养蜂、订单销售蜂蜜。”苏尚方对记者

说。“我去年加入养蜂合作社，每年养120箱蜜

蜂，销售不发愁，一年稳赚10多万元！”王营村蜂

农白霞兴奋地说。

据介绍，如今在沈丘县乡村，以苏尚方创办

的苏家养蜂合作社为龙头，发展养蜂场及养蜂

合作社150余家，“线上+线下”年生产销售油菜

花蜜、槐花蜜等各类蜂蜜300余吨，经济效益非

常可观。

“蜂王哥”的甜蜜事业

化肥企业原料、能源等生产要素供应优先保障

多项调控监管措施显成效，农资价格逐步趋稳

近期，尿素市场交投仍然处于“按兵不动”状态

睢县后台乡
“同心”活动惠民生
本报讯（记者李燕通讯员孙海

霞 周海宝）近日，睢县后台乡在党

史学习教育中，积极发挥基层统战

优势，开展“同心”实践活动。一是

同心献策促民生。围绕热点、难点

等民生问题建言献策，组织党外人

士开展调研。二是同心帮扶惠民

生。与“百企兴百村”活动相结合，

组织非公企业结对帮扶村，帮扶基

础设施建设8个，发展民生项目10

个。三是同心救助改善民生。深入

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弱

势群体活动，与孤寡老人结成帮扶

对子，资助贫困学生16名。

睢县潮庄镇
大力推进基层统战工作
本报讯（记者李燕通讯员邹晶

晶 李泽海）今年以来，睢县潮庄镇

大力推进基层统战工作深入开展。

一是队伍建设用内力。明确统战工

作目标任务，坚持每周二、周五学

习制度及“周交流、月总结、季评

比”工作机制，强化工作责任。二

是招商引资用外力。为鑫润鞋材、

嘉伟鞋材等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助

力企业发展。通过采取“以情感

商、以会招商”，引进中乔体育、商

丘吉研科技落户该镇。三是部门

联动用合力。充分发挥统战优势，

开展“送帮扶、送政策”“金秋助学”

等活动，为经济社会发展凝聚正能

量。

郑东新区圃田乡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郑

州市郑东新区圃田乡高度重视，积

极创新形式，丰富学习教育载体，不

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走

深走实。该乡党委理论中心组多次

组织学习活动，通过开展积极探索

党史主题宣讲、看红色电影、参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丰富多彩的学习

形式，同时坚持以“学习强国”、村民

微信群等网络平台为阵地，推广学

习党史教育宣讲微视频。

（安琦邵娟）

民权县住建局
开展保密知识测试增强保密安

全意识
为加强保密宣传教育，进一步

提高全局干部职工的保密安全意

识，11月22日，民权县住建局开展

了保密知识测试。此次测试重点围

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的相关

规定：保密基础知识、保密制度、保

密守则、计算机信息系统保密管理

规定等内容。通过此次保密知识测

试，营造了“人人学保密、人人懂保

密、人人会保密”的良好氛围，为今

后做好住建局保密工作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 （郭合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