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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刘亚鑫 通讯员贺洪强 孙海洋）

“如果进展顺利的话，明年我们将成为原阳县第一个上市企

业。目前，企业已经进入上市辅导期。”5月10日，河南九豫

全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书锋介绍，“公司已完成了4亿元

规模A股融资，用于企业数字化建设、供应链体系升级及销

售渠道拓展。”

烧鸡、牛肉、猪头肉、鸭脖……依靠小小的卤味，九豫全

为何能有上市的底气？与当下卤味市场空间巨大且尚未饱

和相关，更离不开它在原阳这片沃土上的迅速发展壮大。

“我们力争2023年实现上市公司零的突破，2025年上市

公司达到2家。”原阳县委书记刘兵说，原阳县成立了支持企业

融资上市工作专班，开通了上市绿色通道，“一企一议”帮助企

业快速办理审批事项，“一事一议”对上市企业给予费用补贴

和现金奖励，全力支持九豫全食品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去年以来，原阳县牢固树立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两手抓

两不误两促进的工作总基调，突出“项目为王”，在“万人助万

企”活动中提出“一线工作法”，36名县级干部带头、282名包

联干部树立“早办、快办、办好”的工作理念，将工作地点从办

公室搬到项目工地、田间地头，现场解决具体问题，形成项目

在一线调度、问题在一线解决、工作在一线推动的良好作风，

高效推进项目建设。

在位于原阳县城东北角的凡品速食产业园项目施工现

场，一根根桩基林立，几台吊车挥舞“手臂”，施工人员头戴安

全帽、佩戴口罩，各司其职，有条不紊。该项目投资24亿元，

占地1000余亩，将有26家企业入驻。

“我们的推进会，总是开在施工现场。”河南餐饮中央厨房

产业园总经理梅晓燕告诉记者，为确保防疫安全和施工进度，

原阳县委书记刘兵常“带队”前来，队伍里是项目涉及的各职

能部门和服务单位负责人，每次推进会，针对园区企业土地批

复、附属物清理、道路、给排水、电力、天然气管道等问题，明确

责任单位、时间节点解决，全力配合企业建设投产。

项目引进落地后，关键要看建得快早达效。结合“一线工

作法”，原阳县实行“一个产业、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

底”推进模式，坚持“项目化运作、台账式管理、责任制推进”工

作机制，通过一线踏查、一线服务，锻造过硬的干部作风，全面

摸清企业问题难题，确保项目及时开工投产。

4月初，一笔笔创新科技奖励资金分别汇入了原阳县的

29家企业，总额达301万元。东古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也拿到

了20万元的高新技术企业奖，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发展的创

新活力。

东古集团主要为国家电网、电力系统、市政工程等提供完

整、可靠的输配电设备，一直着力于推动行业创新高科技产品

推广。“之前的科技创新奖励资金迟迟没有落实，在3月8日举

办的企业家座谈会上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解

决。”该公司副总经理徐来刚表示，“疫情之下，公司发展面临

很多阻碍，政府的支持与重视，让我们对未来也更有信心。”

去年10月8日以来，每月8日原阳县都会组织企业家召开

座谈会，围绕“放管服效”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企业创新、金融环

保政策等问题，和企业家们一起深入交流、共同探讨，进一步提

高政务服务效能。截至目前，共收集问题224条，通过一线工

作法已经解决223条，另一条问题正在跟进解决。

经济数据是最清晰的“成绩单”。2021年原阳县全年地

区生产总值完成186.5亿元，增长8.1%，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13.2%，居新乡八县（市）第一位；今年一季度原

阳县实现了“开门红”，预计全年增长可达10%左右。

时下，正值项目建设的“黄金期”，博浪大地，扑面而来的

是经济发展的滚滚热潮。“一线工作法”解决了发展难题、提

高了工作效率、优化了营商环境，为原阳县项目建设启动“快

捷键”、跑出“加速度”。

□本报记者杨利伟冯刘克文/图

“没有记全八拍的可以跟着先跳四

拍。来！让我们所有人都跳起来！”5月11

日，王晓阳站在队伍的前列，带着66个孩子

跳起火爆全网的“刘畊宏毽子操”。

王晓阳是巩义市紫荆实验学校的体育老

师，66个孩子是水地河校区的全部学生。“今

天是周三，是我们总校每周送教到分校的日

子。”王晓阳说，紫荆实验学校和北山口镇水

地河小学结成教育共同体后，体、音、美三门

学科就固定在每周三送教到这里。“结成共

同体后，水地河小学就成了紫荆实验学校的

分校了，教学教研、考核管理都是一样的，连

学生的校服都统一了。”水地河校区负责人刘

彩景说，“送教老师也不是简单的教学生画一

幅画或者唱一首歌，还教他们色彩啊、音节啊

等知识，这一直是农村学校缺少的。”

“教育共同体是巩义市着力破解基础

教育在均衡、质量方面‘乡村弱’的突出问

题，将城镇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到乡村的重要

举措。”巩义市教育局副局长李现营介绍说，

教育共同体以城镇优质学校为总校，农村薄

弱学校为分校，结对形成办学共同体，实现

“以强带弱、共同发展”。巩义市共打造了

43个教育共同体，着力提升农村基础教育

师资、管理、质量、文化水平，让农村娃就近

“上好学”。

巩义市子美外国语小学是市属公立小

学，龙尾小学和石灰务小学是两所农村小

学，它们三家也结成了教育共同体。

“OK！Let’s sing a song。”子美外国

语小学英语老师崔育文轻点教学主屏，三个学

校的学生跟着她开始唱，她通过分屏可以清清

楚楚地看到两个分校每一个学生的笑脸。

记者来到子美外国语小学时，恰逢三

个学校师生同上一堂课。“我们借助互联网

和‘专递课堂’，连起城市乡村，把名师优课

‘快递’进乡村学校。”巩义市教育局局长杨

少辉说，巩义实现了所有学校百兆光纤入

班，建设了“专递课堂”远程教学网络直播互

动系统，让市区和农村的学生虽在不同的教

室，但却在同一个课堂，拥有同一位老师，学

到相同的知识。这标志着巩义市构建的教

育共同体进入实质性的更高层次运作阶段。

大峪沟镇中心小学有840多名学生，属

于一所“大型”乡村小学了，它和距镇区9公

里、只有55个学生的山区学校董陵小学结

成共同体。“现在两校教研同步、活动同步、

管理同步，学生的校本作业也是同步的，相

信随着不断推进，会有更可喜的成绩等着我

们。”大峪沟镇中心小学校长贾利鹏提起共

同体有些激动。

“打造教育共同体是提高农村公共服务

水平的重要一环，重在推动城镇优质学校与

乡村学校之间共同发展。”巩义市农委主任李

科峰告诉记者，为推进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巩

义市近年来累计投资1.54亿元，新建小学、幼

儿园4所，维修改造12所义务教育学校，提升

11所义务教育学校薄弱项目，新建农村教师

周转宿舍226套，新增学位3150个。

谈及教育共同体的下一步，杨少辉打

算：扩大教育信息化的覆盖面，突出以大带

小、以强带弱、以城带乡，推动教育公平、教

育均衡，让更多的农村孩子、薄弱校的孩子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最终推动

乡村实现振兴。“让城里和农村的孩子也成

为一个共同体。”

乡情 乡魂 乡韵

□本报记者李丽

近年来，商城县积极推进农业绿色发

展，依托自然资源优势，围绕“茶叶+”，在

全市茶产业发展中勇当先锋，不断构建茶

旅互动共进、共生互融的大格局。成功创

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高山茶）标准化生产

基地，使茶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得到进一

步贯彻和落实，经济效益凸显，茶产业强起

来、茶农富起来、乡村靓起来。

立足资源优势，
商城“高山茶”高质量发展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

态优先贯穿资源开发全过程，商城县作为

高山茶主产区，茶产业在乡村振兴中的地

位和作用日渐凸显。商城县选准茶产业，

将资源优势与产业、经济优势结合。

商城县境内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

16座，海拔400米以上的山峰有100多

座，山峰之多、山势之高、适种茶面积之广

是淮南仅有。独特的生长环境和加工技艺

造就了商城高山茶“外形粗大、芽叶肥壮、

汤色清亮、香高味浓、经久耐泡”的独特风

格。“叶子能包盐，杆子能撑船”，这是商城

本地人对商城高山茶的高度总结。

商城县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推动优

势产业绿色发展、转型升级，成为富民产业，

走出一条“高山茶”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道。

茶叶到茶业，“高山茶”打造品牌

为了做大做强商城县茶产业，让商城

高山茶“走出去”，商城县通过建设绿色食

品原料基地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着力打造“商城高山茶”区域公共品

牌，注册“商城高山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制定和实施“商城高山茶”团体标准，努力

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高山茶）标准化生

产基地，提升全县高山茶质量，实现高山茶

绿色标准化生产。2020年4月，商城县坚持

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积极申请

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2020年12月，商城县人民政府被农业农村

部确定为第23批全国绿色食品原料（高山

茶）标准化生产基地创建单位。涉及商城县

苏仙石乡、金刚台镇、伏山乡、吴河乡、汪岗

镇、长竹园乡等6个乡镇、56个行政村、1465

户农户，面积达10万亩，总产量达4000吨，

对接茶产业绿色食品企业14家。

通过努力，全县茶叶经济效益实现较大

幅度的提升。创建以后，优质茶鲜叶价格每

公斤提高30元以上，茶园亩均增收300元以

上，创建区农户户均增收200元以上。

从“茶叶”到茶业，坚持“建设生态家

园、开发绿色产业”发展战略，围绕“以茶兴

县、以茶富农”，把茶产业作为调整农村产

业结构和发展现代农业支柱来抓。

创建转思路，促产业做优做强

通过绿色食品品牌认证工作，为商城

县高山茶“走出去”提供有力保障。加大对

“商城高山茶”品牌的培育力度，培育一批

品牌涉农企业和品牌农产品基地，通过品

牌引领，推动商城县高山茶产业做优做强。

通过大力推进绿色食品认证工作，逐

步规范提升商城县高山茶的质量和影响

力，为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高山茶）标

准化生产基地打下坚实的基础。目前，商

城县已获得绿色食品认证的茶业企业有

12家。2021年 12月，商城高山茶入选

2021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绿色”创建，进一步反哺产业，让商城

茶在激烈的茶产业竞争中再添一身“战袍”。

一片叶到一条链，
“绿色”创建促茶旅融合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高山茶）标准化

生产基地建成后，“商城高山茶”基地的基

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加之得天独厚的

自然环境，高山茶基地宛如人间仙境。

从一片叶，发展到“一条链”。商城县

政府继续挖掘弘扬茶文化，以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通过开发食在茶乡旅游项目，

举办制茶大赛等活动推介茶文化和茶产

业，继而推进茶旅融合。

在韩冲等村建设“一村一品”项目，

依托韩冲万亩茶园，打造集休闲康养、茶

产业深加工、茶文化开发、观光休闲、文

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茶产业旅游文化

村，吸引更多的人因茶访村、因茶识村、

因茶恋村。真正实现一片叶到一条链的

融合发展。

目前，全县有可接待游客参观的茶企

6家，茶文化旅馆3家，年度茶旅游100万

人次，茶旅游从业人员1.35万余人，带动5

万余农户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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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提升公共服务让农村娃“上好学”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田春雨刘天鹏）

初夏的西平，万亩良田，绿浪翻滚，作为豫南地

区重要的粮仓，该县108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

期。

5月12日，记者在老王坡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看到，一台长约200米的大型平移式喷灌机

正在田间“阔步行走”，设备上30余个喷头高速

旋转，将水肥混合液均匀洒向麦田。

“来看看，这小麦长势多好！这台能自己移

动的‘大家伙’不光能让麦子‘喝’饱水，还能给

小麦补充营养，省时又省力。”河南省水投柏农

产业发展公司负责人付国河说，“智能灌溉系统

可精准调节水量，不会因过度灌溉造成水资源

浪费。”

据了解，在不远处的区域数字服务中心内，

有专人负责数据收集，在电脑上即可全面管控

小麦种植的环境数据、产品数据、种植户数据、

每日农事生产活动数据、小麦生长过程数据等。

“从‘靠天收’到‘慧种地’，智慧农业已经成

为我们的‘金扁担’，让我们丰产增收的底气更

足了，今年这一亩地收1300斤小麦没问题。”看

着饱满的麦穗随风摇曳，付国河信心满满。

西平“慧种地”促丰收

5月11日，村民在商水县城关乡吴楼村桑葚种植园内采摘桑葚。近年来，该县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发展桑葚、草莓、葡萄等水果种

植，借助电商平台销售，实现致富增收。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刘飞摄

商城高山茶原料基地山清水秀商城高山茶原料基地山清水秀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记者12日从

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共完成水利

建设投资195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5.5%。

水利部副部长魏山忠日前在主持推动

2022年重大水利工程开工建设专项调度会商

会上表示，加快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开工建设，

确保2022年新开工30项以上。

据了解，今年水利部设定的水利建设目

标，是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30项，完成水利

建设投资8000亿元。

据水利部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重大

水利工程开工9项。总投资达618亿元的环

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总投资598亿

元的南水北调引江补汉工程，前期工作进展

顺利。

统计同时显示，今年前4个月，水利项目

落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720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115%。

前4月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近2000亿元
同比增45.5%

英语老师给三个校区孩子上“专递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