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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在汝州市米庙镇一五张村的慧农农场里，来此务工的农民在清除大棚蒜苗里的杂草。该家庭农场现有蔬菜

大棚47座，年销售额200余万元，带动当地300余人就近务工增收。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崔高阳摄

返乡入乡创业带动乡村振兴
今年以来，民权县孙六镇抢抓国

家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民

权县“大项目入园，小项目入乡”重点

项目建设的机遇，立足资源优势、产业

基础和工业布局，成立返乡入乡创业

综合服务中心，竭尽全力支持返乡入

乡创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带动农

民就地就近就业。 （卢倩）

持续深化民营经济“两个行动”
新野县持续深化民营经济“两个

行动”，与“万人助万企”活动融合对

接，建机制、抓阵地、搭平台、强服务、

破难题，不断提振企业信心、挖掘企业

潜能、释放企业活力，促进了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 （王琳琳卢毅）

抓好人居环境整治 巩固脱贫攻坚
成效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鹤壁

市淇滨区大赉店镇葫芦套村以农村人居

环境集中整治“五大行动”为契机，围绕

户厕改造、垃圾整治、污水治理、清理私

搭乱建等重点工作开展“颜值提升”，制

定长期规划，完善制度措施，抓好工作落

实，提升工作实效，释放发展潜能，力争

把葫芦套村打造成“留得住乡愁，望得见

美景”的“大赉店新花园”。（雷素娟）

郑州农商银行铭功路支行可办社
保业务

郑州农商银行铭功路支行作为与

郑州社保中心合作建立的“社银一体

化”网点之一，11月8日正式对外营

业。通过该行可办理社保卡的开卡、挂

失补卡等142项社保综合业务及部分

医保业务。 （陈典典）

民权县住建局继续抓好住建领域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有效衔接

为加快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民权

县住建局将住房设计图集免费提供给

农户，按照确定好的村庄总体风貌定

位，引导各乡镇农户按照图册进行建

设。该局积极与人社部门结合，研究

制定建筑工匠培训方案，按要求组织

开展培训。此外，该局通过统筹小城

镇建设、历史文化名镇（村）和传统村

落保护工作，加快推进农村污水处理、

燃气等基础设施建设，补齐村镇发展

短板，助力乡村振兴。 （李洋超）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李振阳通讯员

余江）息县地处淮河上游，气候湿润、土地

肥沃，素有“有钱难买息县坡，一半干饭一

半馍”之美誉，连续九年蝉联“全国粮食生

产先进县”称号。近年来，该县围绕地域

优势，精准发力，立足特色资源，积极推进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依托区位优势
推进弱筋小麦产业发展

近年来，该县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为目标，按照“规模化、标准化、市场

化、生态化”的发展思路，不断深化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扩大优势产业规模，积极推

进弱筋小麦产业发展。今年，该县种植弱

筋小麦90万亩，产量达35万吨，建设了

35个集中连片区，覆盖16个乡镇（办事

处），辐射带动农户10.8万户。

该县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

手，大力实施中国生态主食厨房发展战

略，推动弱筋小麦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初

步形成了从田间到舌尖的绿色食品主导

产业。该县以项店镇为核心，成功创建

50万亩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初步形成了弱筋小麦从种植到加工、从研

发到检测、从流通到消费的全产业链。目

前，项店镇已被认定为有机小麦专用生产

基地，核心区域面积6万多亩，是全国最

大的茅台集团供应原料有机绿色小麦标

准化种植示范基地。

立足资源优势
做大做强红薯产业

息县县委、县政府经过深入调研、科

学论证，逐步确立了“政府搭台、协会唱

戏、党员带头、群众参与、企业兜底”的产

业发展模式，将产业发展、脱贫致富和乡

村振兴有机融合起来。

依托河南豫道农业公司采取“龙头企

业+乡村（合作社）+农户”与“龙头企业+

种植大户”两种模式，通过实行红薯订单

种植和销售，在东岳、路口、彭店、包信、关

店等乡镇发展红薯种植近8万亩。在东

岳镇建立了“科技培训中心、脱毒研发中

心、育苗扩繁中心、窖藏保鲜中心、自动分

拣中心、电商运营中心、交易物流中心、加

工生产中心”等八大中心，并成立了息县

薯业协会、薯业党支部，有3万余亩红薯

基地被评定为绿色食品原材料（红薯）标

准化生产基地，红薯种植实现“两个八”目

标，即亩产不低于8000斤，每斤价格不低

于0.8元。

推进模式创新
发展稻渔共养产业

近年来，该县以区位和资源优势，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积极探索发展稻

渔（虾）共养，推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促

进农村经济发展。

在稻渔（虾）共养中不打农药、不施化

肥，每亩可产鱼（虾）100多斤、优质水稻

1000斤以上。该县稻渔（虾）共养推广面

积从2018年的0.7万亩发展到今年的2

万亩。未来该县将大力推广“稻渔共作”，

积极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巩固提升全

面小康成果的重要支撑，是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发展乡村特色

产业，让更多的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把

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地留给农民，农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才有基础。今后，我县在持续做大做

强优质弱筋小麦、优质稻鱼米、特色红

薯等优势特色产业的同时，将加快推进

优质花生玉米、中药材、畜禽水产等其

他特色产业发展，推进产业规模化、标

准化、集约化，纵向延长产业链条，横向

拓展产业形态，让特色产业成为乡村振

兴的‘排头兵’。”该县县委书记汪明君

如是说。

□记者巴富强通讯员王向灵闫文贞

“乡亲们，据县气象局预报，未来24

小时内降温且有5至6级大风，请大家注

意防范……”

12月10日晚上9时，沈丘县冯营乡

李寨村4个大喇叭同时响起，喇叭里传

来了“板凳书记”任永刚急促而洪亮的声

音……

今年36岁的任永刚，是沈丘县人社

局的一名党员干部。今年9月17日，他被

派驻到冯营乡李寨村任驻村第一书记。

因总喜欢拉个小板凳坐下，与村民促膝长

谈，听民声、察民情，乡亲们亲切地称他

“板凳书记”。

来到李寨村的第一天，任永刚就开始

了入户走访。

今年39岁的监测户李永坦，10年前

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妻子离他而去，撇下

了7岁的女儿。如今，女儿已17岁在读高

三，72岁的母亲患有风湿病。上有老下

有小，自己身体又有病，作为一家之主的

李永坦整日唉声叹气。

如何能帮他一把？“低保金和残疾

人双项补贴等各项惠农政策都享受到

了吧？在公益性岗位干保洁员吃得消

吧？说说现在想发展个啥项目？”来到

李永坦家，任永刚拉个小板凳坐下，开

始询问起来。

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沟通，任永刚发

现李永坦有想养羊的意向，可苦于没有资

金。任永刚及时将这一情况向单位领导

进行了汇报。很快单位便为李永坦家搭

建了羊棚，并赠送了6只槐山羊。

“任书记，现在这3只母羊都怀上了，

过年就能见着羊羔了，3只公羊现在都有

40多斤了，年底能卖1万多元哩。”12月

15日，李永坦专门找到任永刚“汇报”起

来。

“在这儿干活挺好的，一月轻轻松松

能挣到三千多块钱，关键是上下班很方

便，可以照顾儿子和家庭。”在李寨村创

业服装车间，伴随着几十台羽绒衣缝合

机“嗒嗒嗒”的响声，刘霞和其他工人忙

碌着。

刘霞是李寨村的脱贫户，全家5口

人，丈夫外出打工，大儿子先天性脑瘫，生

活不能自理。二儿子在郑州准备考研、女

儿在浙江宁波就读研究生。

为了使刘霞家增收不返贫，在任永刚

的推荐下，刘霞被安排在服装车间上班。

“服装车间共安排就业村民48人，

像刘霞这样的脱贫户有17人。”任永刚

介绍说。

李寨村有种植大棚蔬菜的传统历

史，拥有蔬菜大棚89个，占地136亩，主

要种植瓜果蔬菜，曾是脱贫攻坚中的支

柱产业。

如何让大棚蔬菜进一步成为巩固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任永刚

组织村“两委”干部、亿兴集团技术骨干、

群众代表，在田间召开了“诸葛亮会”，重

新确定了走“党支部+亿兴集团+脱贫户+

电商平台”的大棚蔬菜发展模式，带领群

众土里“淘金”。

“乡亲们加油干啊，年前还能育上菜

苗。”任永刚招呼着，并亲自扛钢管、接水

管。眼下，李寨村占地412亩的218个蔬

菜大棚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

脚上无泥土，怎知百姓苦。不进百

姓门，何知群众需。在李寨村驻村的3

个月时间里，任永刚靠脚步熟悉了村情

户情，靠小板凳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

乡亲们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总是第一时间

求助于他，他成了乡亲们最可信赖的“板

凳书记”。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
毛生）“您种的大米真好吃，就再卖给

我几袋吧，我送给亲戚们尝尝。”12月

13日，市民李杰向平顶山市湛河区曹

镇乡曹东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永央求

道。

“今年我种的大米早都被‘抢’光

了，真的没有了。”王新永摊开双手无

奈地说。

“我经常来曹镇游玩，知道王新永

种的是好稻种，并且育秧早，生长期

长，产的大米也比普通大米要好吃。”

李杰说。

曹镇乡水质优良，土壤肥沃，曹

镇大米被确定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

品。为进一步提高曹镇大米品质，叫

响品牌，今年年初，王新永在曹镇乡

党委、乡政府的支持下，流转土地近

300亩示范种植优质水稻。为种出优

质水稻，王新永到原阳、长垣等地实

地进行考察学习，经过反复比较，引

进了黄金晴等优良水稻品种。

今年4月20日谷雨下种育秧，10

月26日收割，王新永种植的水稻生长

了190天，比普通种植的水稻多生长

了50多天。此外他采用的是新型生

态水稻种植方法，物理防虫、人工除

草，确保了水稻品质。

“近几年，部分农民图省事，不太

注重水稻质量，结果产量低还卖不上

好价钱。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

了，只要东西好，就能卖好价钱，今年

我种的优质稻米比普通大米贵一倍，

仍供不应求。”王新永说，明年他打算

带领村民种植富硒、富锌、高钙的生

态大米，擦亮“曹镇大米”金字招牌。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

讯员章华阳姚华）“我们这儿的气候

比较适合种植金银花，种植效益也很

不错，现在主要是修剪枝丫，让来年

长得更好。”12月13日，在淮滨县新

里镇陈围孜村，金银花种植大户李新

明向记者介绍道。

李新明说：“金银花一年能采摘

四到五茬，管理简单，冬季修剪一下

就行，而且金银花的价值比较高，能

够有效带动农民致富。”

据了解，李新明流转了364亩土

地用于金银花种植。“现在我已和多

家医药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销路根

本不用愁。”李新明说，下一步，要发

展金银花的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

值，让更多的农民从中获利。

为加快金银花产业发展，淮滨县

组建了金银花产业联盟，由新里镇党

委牵头，淮滨县联众农业综合开发公

司发起，县内种植、加工、销售金银花

的合作社、种植大户共同参与。

新里镇党委副书记王兆青说：

“金银花产业是我乡牵头发展的农业

产业，我们将积极利用‘党建联盟+产

业联盟’的发展模式，抱团发展，聚合

发力，资源共享，为乡村振兴提供强

有力的支撑。”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申
鸿皓张举）12月17日，在社旗县李

店镇狮子庄村的满义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设施蔬菜基地里，百余座温室

大棚排列有序，大棚里菜农们或施

肥浇水，或采摘蔬菜，一派繁忙景

象。

“满义公司搭建平台，技术人员

全程指导，经销商进棚抢菜，还真是

应了‘一亩园十亩田’的俗语，有了这

些大棚，发家致富不发愁。”在该基地

承包大棚的农户张琳说。

张琳是狮子庄村人，2018年设施

蔬菜基地的大棚建成后，她就在基地

打工。两年后，她利用在基地学到的

种植技术，自己承包了4座大棚。

张琳介绍，为提高土地利用率，

在基地技术员的指导下，按照作物生

长周期，她采取轮作和套种的模式，

西红柿套种苦瓜一棚毛收入有十三

四万元，黄瓜、彩椒、西州蜜轮作一棚

毛利润有十五六万元，除去租金、人

工等投入，4个棚算下来，一年能净挣

30多万元。

据社旗县蔬菜办副主任张雨

丽介绍，满义蔬菜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入驻社旗三年多来，运用先进蔬

菜种植技术和管理模式，带动全县

10多个乡镇发展设施蔬菜1.2万余

亩，加上星罗棋布的露地蔬菜基

地，全县蔬菜种植面积已突破12万

亩，年产值近10亿元，通过基地务

工、入股分红、独立发展、合作经营

等形式，把 1.2 万余名群众聚集在

蔬菜产业链上，实现年人均增收

6000元左右，蔬菜产业已成为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的主导产业。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艳
旭）12月15日，在宝丰县张八桥镇电商

产业园的加工车间里，一场缝纫比赛正

在激烈地进行。80名缝纫女工坐在缝

纫机前，熟练地操作着机器。伴随着悦

耳的“嗒嗒”声，一件件钓鱼凳的外包装

袋在她们的操作台上快速“诞生”。

“大家加油干，镇里为了鼓励我们，

将选出工效进步最大的前10名给予奖

励，咱就比比看，今天谁能榜上有名。”班

长李大翠在给工人们鼓劲。

今年以来，该镇张八桥村党支部聚

焦产业发展，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模式，

活用各项扶持政策，通过盘活闲置资产、

招商引资等多种方式，推动产业从无到

有。

张八桥村党支部书记介绍说：“建电

商产业园的地方原来是空闲的大院，现

在产业园内农特产品展厅、渔具配件加

工车间、电商孵化培训教室、直播间等一

应俱全。园区现有当地女工100名，再

加上外放到村的工人，累计带动300余

名闲散妇女就业。预计半年之后，可带

动全镇1600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

和关键。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整合全镇闲置资源，围绕‘一乡一

业’‘一村一品’做文章，大力发展各村产

业，利用电商返乡创业园的孵化功能，培

育‘一村一主播’，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为更多的村民带来更多岗位，从而

增加群众的收入。”该镇党委书记温世举

说。

本报讯 12月15日，固始县徐集乡郭

洼村种植大户任泽宝流转的40亩地里，

10多位“钟点工”正忙着栽种丹参。

“这几天，每天组织10多名村民来种

植丹参，争取在冷空气来临前赶栽完，这

样丹参就可以安全过冬了。”任泽宝说，现

在种下丹参根，后期做好中耕除草、施肥

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到明年这个时候就

能长到拳头那么大，按照目前市场17元

一公斤的价格，一个种植周期后扣除成

本，每亩利润可达3000元以上。

“现在一些种植大户纷纷到我们村来

发展中药材种植，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

活儿干挣到工资。”村民付传道说，以前冬

季大多数村民都没事干，自从村里引来种

植大户发展中药材种植，村民大都参与中

药材采收和种植，不仅让冬闲变冬忙，还

增加了家庭收入。

“为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增强特色产

业的‘造血’功能，我们积极完善产业利益

联结机制，让更多的群众通过土地流转、

务工和产业分红实现增收。”徐集乡党委

书记王成全说。 （丁昌铭）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张百瑞）

12月19日，在汤阴县韩庄镇鑫庆蔬菜专业

合作社的日光温棚内，10多位农家妇女正

忙着收获芹菜。“原先没建大棚前，一到冬

天，村里人无所事事，自从建了这大棚后，

我们都有事干了，一天能挣五六十元钱。”

韩庄村村民季海艳说。

鑫庆蔬菜专业合作社采取“公司+基

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带领农户大力发展

高效农业，种植冬枣、草莓、黄瓜、西红柿

等特色果蔬产品，有效增加了农业附加

值，鼓起了农民“钱袋子”。

近年来，该镇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

构，把发展大棚蔬菜产业和特色果树种植

作为富民强镇的重要举措，引导农户抱

团发展，催生出了一大批“农字号”专业合

作社，果蔬产业也逐步发展成为当地农民

增收的“聚宝盆”。

息县 特色产业成为乡村振兴“排头兵”

固始县徐集乡
种植中药材 冬闲变冬忙

汤阴县韩庄镇
温棚成为增收“摇篮”

“板凳书记”任永刚

宝丰县张八桥村

电商创业园带来新生活

湛河区

生态大米成了抢手货

淮滨县

种金银花赚足“金银”

社旗县

蔬菜大棚变身“聚宝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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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带民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