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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牛晓远王晓磊

5月13日，在舞钢市尹集镇蔡庄村

誉森生态园里，村民们或在葡萄园里忙

活，或在打理着花卉苗木。

“这里的葡萄都是采用物理法防虫

除病，人工除草，再配上有机套餐肥，所

以品质有保障，年年一到成熟时供不应

求！”村民尹桂兰正和十几个工人忙碌

着，她身后是大片的花卉林木，隔着曲

径游廊等景观建筑一直绵延到远处的

山脚下。

蔡庄村位于尹集镇东南部，丘陵多

耕地少，自然资源禀赋阻碍了几代人的

发展。“村里办过养猪场、养鸡场等，最

后都失败了。”提起当年为摆脱贫困做

出的尝试，村党支部书记罗付辉一言难

尽。直到“邂逅”葡萄，村里的产业发展

才迎来转机。

2009年，村里成立誉森农业科技

合作社，流转土地500亩开始发展葡萄

种植，之后几年水果种植种类和面积不

断扩大。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东风吹来，

蔡庄村的目标变得越发清晰：山地酸性

土质，规划果木种植最相适宜；毗邻二

郎山景区，发展乡村旅游得天独厚。罗

付辉和村“两委”干部结合外出考察成

果，围绕“一村一品、一村一韵”的思路

主题，定下了果木种植和特色旅游的发

展路子。

2018年种植冬枣150亩，2021年

种植枇杷800亩。截至目前，全村累计

种植果木1500多亩十几个种类，成了

名副其实的百果园，许多游客慕名前来

体验采摘，观光旅游迅速发展，2021年

果品销售收入达600万元。

为在果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进一

步拓展乡村旅游，村里还办起了葡萄采

摘节、农民丰收节、民俗旅游庙会等活

动，同时规划种植了鲁冰花、杜鹃花等

观赏花卉200多亩。设置了占地130

亩的农事体验区，让游客亲身体验农产

品的收种乐趣。

“要真正打好乡村旅游特色牌，还

得深入挖掘村内独特的乡土文化资源，

把握乡村旅游发展的‘根’与‘魂’。”尹

集镇党委书记陈磊说。

“梨园椿小院”是村里的网红景点，

通过合作留驻的方式将旧宅老院修旧

如旧，以院内梨树、椿古树为由头取名

“梨园椿”，打造竹编展示馆。除了精致

的创意果篮、花篮等，传统的竹筐、竹筛、

竹箅子等生活用品也被“请”进来。“去年

五一、十一期间来打卡参观的游客每天

都有2000多人，竹筐脱销到补不上货。”

尹集镇宣传干事白东亮说。

“为弥补冬季采摘短板，我们打算

发展标准化草莓种植大棚，枇杷深加工

项目和富硒小麦石磨面粉项目正在谋

划洽谈，山上要搞民宿和烧烤，山下的

坑塘垂钓也要着手运作。”提起以后的

发展，罗付辉信心满满，“目前蔡庄百果

园AAA级景区申报已经完成，国道也

修到了家门口，我们要让蔡庄的特色产

业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好效益，带动更多

群众走上致富道路。”

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正式下发，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

发展格局提供了政策支撑。就农业而

言，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短缺时代

的思维方式指导农业生产经营，更多

注重抓生产，不太重视抓销售，导致农

产品产销信息不衔接，供需价格不稳

定，“蒜你狠”“姜你军”现象时有发生，

农民往往陷于增产不增收的怪圈。

河南是全国重要的大宗农副产品

主产区，粮食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

10，蔬菜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近9%，

食用菌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7，肉

制品产量居全国第三位，农产品初加

工更是首屈一指。当前，接续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如何把河南特色农产品

推向全国大市场，亟须把农产品销售

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任务来抓，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六个环节，搭建供

需桥梁，打通销售渠道，确保农民丰产

之年能够增收。

一要抓供需信息衔接，解决好种
什么问题。农产品本身具有生鲜性、

不耐储藏性，容易模仿复制，造成盲目

竞争。农产品生产具有周期性，导致对

市场价格波动反应相对滞后。目前，农

产品信息采集、统计、发布、监测、预警的

公共机制不健全，缺乏一个统一、权威

的发布平台。市场上到底需要什么样

的品种、什么时间需要、需要多少，生产

者大多是盲目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推

动乡村产业振兴，首先要解决好农产品

产销信息不对称问题，让生产者心中有

数、有的放矢安排生产，避免盲目种养、

跟风种养。解决好农产品供需信息不

对称问题，要利用各种手段和渠道，系

统采集、汇总、分析、发布农产品供求

信息，发挥互联网、5G等现代信息技

术优势，用大数据来引导生产者有针

对性地进行生产。

二要抓产品标准化生产，解决好
如何种问题。农产品进入大市场流

通，与工业品一样，就是不折不扣的商

品，是商品就存在规格、品质等一系

列标准问题。但农产品种类繁多，且

具有生命周期，生产过程中会受到极

端天气、病虫害、生产技术、经营管理

等各种因素影响，产出成品较难统

一，即使同一品种也会存在差异性，

导致其商品性较差，尤其是在电商平

台上销售会受到局限。抓好农业标

准化生产，首先要研究制定一系列农

产品生产标准，让生产者有标准可遵

循；其次，要引导和鼓励生产者严格

按照标准组织生产，确保产品规格统

一、质量统一。另外，在农产品进入

市场销售前还要做好分级包装等工

作，目的是通过标准化生产手段提高

农产品品质和商品化率。

三要抓知名品牌打造，解决好认
知度问题。现在不少农产品是“养在

深闺人未识”，好产品卖不出去，或者

卖不上好价钱。拥有较高知名度的农

产品品牌，既是对农产品品质的一种

背书，也是扩大市场销售、提高产品价

格的敲门砖。抓农产品品牌培育，要

立足特色产业、立足主体带动、立足区

域范围，突出地方特色、产品功能、历

史文化内涵等因素，通过制定农业品

牌目录、发布品牌农产品相关信息、搭

建开放式品牌宣传平台等方式，充分

发挥特色农产品的品牌优势，用品牌

连接产地与市场。同时，还要开发利

用好数字化信息，明确用户数字画像，

根据不同消费群体和特性，选择抖音、

快手、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进行产

品宣传推广。

四要抓产销无缝对接，解决好怎
么卖问题。农产品产销对接渠道打不

通，就会出现生产者有好产品，但找不

到合适买家；消费者对好产品需求很

大，但不知从何处找到生产者。也就是

说，即便农民也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也好，辛辛苦苦把农产品高质量地生产

出来，如果产销对接平台没有搭建好，

恐怕也很难找到好销路、卖出好价格。

抓农产品产销对接，要大力推广农超对

接、农社对接、订单农业等经营方式，发

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集散、中转功

能和农产品直播带货、电商平台等销售

优势，把农产品销售渠道打通，实现农

户、规模生产者与市场的精准对接，有

效缓解农产品“卖难买贵”问题。

五要抓冷链仓储物流，解决好运
得走问题。农产品最大的特点是季节

性、生鲜易腐性和运输条件的特殊性。

农产品成熟后需要及时采收，采收后要

第一时间运出去，这样才能卖个高价

钱，否则生产越多、损失越大，投入的种

子、肥料、人工费用等都可能打水漂。

抓农产品冷链仓储物流，目的就是确保

农产品“存得住、运得出、走得远”，需要

在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绿色原材料

农产品主要产区内，规划建设和提升

一批国家级、区域性的农产品产地批

发市场，从田间地头到消费者餐桌，打

造一整套农产品储存、保鲜、运输等全

冷链物流体系，确保优质农产品能够

保质快速运到消费者手中。

六要抓工作体制机制，解决好一
盘棋问题。现有农业生产管理体制机

制下，农业农村部门往往只管生产不

管销售，而管农产品销售的职能又大

都分散在发改、商务、供销等多个部

门，职能交叉、多头管理，容易造成销

售推介农产品不能形成合力，工作效

率不高。建立健全农产品产销工作机

制，要把农产品销售摆上乡村产业振

兴的重要日程，从产销一体化的角度，

进一步理顺、整合涉农各部门间的职

能，明确职责分工，强化部门联动，构

建协调统一、各负其责、运作高效的农

产品产销管理服务体制。通过统筹各

相关部门力量，出台相关衔接政策，及

时解决存在的问题，用一盘棋机制凝

聚农产品销售工作合力，确保农产品

产销两旺，农民增产又增收。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张红卫

“钢葱育苗可是个技术活儿，葱

苗管理一点儿也马虎不得。现在正

是葱苗管理的关键期，不仅要浇水、

施肥、拔草，还要及时喷药防猝倒

病。”5月10日，在汝南县板店乡魏岭

村绿红火种植专业合作社钢葱育苗

基地，负责人魏永波一边查看葱苗长

势一边说。

“我们合作社始建于2017年，以

发展温棚瓜菜为主，目前建有温棚

300多座，主要种植番茄、辣椒、西瓜、

甜瓜等，产品除供应本地市场外，还

畅销郑州、周口、许昌等城市，钢葱是

我们合作社今年从山东引进的一个

新成员。”魏永波说。

据魏永波介绍，钢葱又叫日本铁

杆大葱，具有葱白长、甜而脆、辣味

足、口感好等优点，露地种植亩产量

可达5000公斤，亩效益在1.5万元以

上，收入是种植普通农作物的10倍。

“我们合作社的发展得到乡、村

两级的大力支持，乡党委书记张冬多

次到合作社调研指导工作，去年为合

作社整修了生产路，今年又为合作

社申报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我们

把准备发展钢葱产业的计划向乡党

委、乡政府汇报后，乡党委、乡政府

非常重视，已经多次召开会议安排

部署，准备在全乡推广。”魏永波说，

在乡村干部的帮助下，合作社新流

转土地 100多亩，作为种植钢葱的

试验田。

为确保育苗成功，合作社从外地

高薪聘请了一名技术员。在技术员

的指导下，整理苗圃8亩，4月9日开

始播种育苗，经过精心管理，目前葱

苗长势喜人。

“看目前葱苗的长势，麦收后就

可以移栽了。如果今年试种成功的

话，明年我们准备采取‘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模式，通过为种植户提供

葱苗、农药、肥料、技术、销售等一条

龙服务的形式在全乡推广，把钢葱产

业做大做强，打造成带动全乡群众增

收致富的‘绿色银行’。”魏永波对发

展钢葱产业信心满满。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康晓
灿 徐嘉）5月11日，在禹州市鸠山镇南

寨村的一片山林里，一个个大小相同的

蜂箱摆开，成群的蜜蜂在其中来回穿梭、

嗡嗡作响。走近蜂箱，阵阵香甜扑鼻而

来，蜂农们正忙着取蜜、沥蜜、装蜜，一瓶

瓶黄澄澄的蜂蜜带着诱人的光泽，整装

待发。

“今年俺村养了150多箱蜜蜂，每箱

能产蜂蜜10斤左右，目前每斤售价在

40~50元，主要是附近村子的乡亲来订

购。”蜂农王永强说。

据王永强介绍，他从 2000 年开

始在村子里进行土蜜蜂养殖，现在已

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2000

年，南寨村确立了“蜜蜂养殖”集体经

济项目，王永强凭着自己多年的养蜂

经验加入其中，并负责养蜂基地的管

理。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南

寨村周边有各类蔬菜花和果树花等丰富

的饲蜂花源，加上蜜蜂养殖风险小、成本

低，该村“两委”便将养蜂作为发展村集

体经济的突破口，带领村民致富增收，过

上甜蜜生活。

“平时，我们会邀请村里的养蜂大

户和农业农村局的专家来给蜂农们进

行专业培训和指导，今年预计采蜜总

量能突破 9000斤。”南寨村党支部书

记王占甫告诉记者。

甜蜜的丰收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更

来自辛勤的劳动。在村党支部的引领

下，尝到甜头的村民积极扩大养殖规模、

学习养殖技术，大家养殖蜜蜂的积极性

越来越高。

“现在，村里已经发展了20多户蜂

农。今后我们准备尝试抖音直播带货，

通过线上宣传销售，打造我们的蜂蜜品

牌，把蜜蜂养殖产业变成群众的致富产

业。”王占甫说。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曹耀
强）5月9日，记者走进河南省友大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上蔡县邵店镇花相恋玫

瑰园种植基地，微风拂过，花枝摇摆，泛

起阵阵花香，格外美丽灵动。20多名

村民忙着采摘、分拣玫瑰花；不远处的

厂房里，玫瑰花瓣经过分拣和精选后被

均匀地平摊在设备上，经过一道道加工

工序后，玫瑰花瓣就被制作成玫瑰精

油、玫瑰睡眠面膜、玫瑰花茶、玫瑰鲜花

液、玫瑰酱、玫瑰饼等系列产品。

“早上7点就来了，采摘玫瑰花也

不累，一天最多能采70多斤，一斤能给

七毛钱，收入还不赖。”面对记者的镜

头，来自邵店镇籽粒村的秦群和戚香梅

拖着满满两大桶玫瑰花瓣，高兴得合

不拢嘴。河南省友大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朱大勇在一旁乐呵呵地说，

“自从把地流转给河南友大后，村民们

种地不用操心了，来基地干活每个月

还能再挣2000多元，加上政府补助，

日子就像这满园盛开的玫瑰花一样红

红火火。”

据了解，在时任河南省发改委驻

上蔡县邵店镇籽粒村第一书记孙文生

的推动下，在上蔡县当地政府的支持

下，自2018年首批流转70多亩土地、

当年6月种下第一棵玫瑰树后，依托花

相恋玫瑰园种植基地，河南省友大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积极谋划布局，笃定发展

玫瑰花精深加工产业，在不到三年的时

间里做足做全了“产业链”，并在当地以

“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链接贫困

户，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上蔡县大力推进农业产

业结构改革，以推进农业规模化、特色

化、景观化、产业化发展为目标，将产业

振兴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着力点，

全力打造具有上蔡特色的

现代农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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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眼是花果 步步皆乡愁
舞钢市蔡庄村果木种植加特色旅游走出振兴路

乡村产业振兴
要让农产品产得出卖得好
□河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经济评价体系首席专家张道明

汝南县板店乡

新品葱苗长势喜人

面膜、花茶、玫瑰酱、玫瑰饼……

邵店镇培育玫瑰花精深加工产业

蜜蜂飞起来 生活甜起来
禹州市鸠山镇南寨村林下养蜂带民致富

5月14日，嵩县车村镇两河口村群众在采摘槲叶，漫山遍野的槲叶随风摇摆。该镇共有野生槲树11万亩，已成立叶类加工企

业3家、村级加工点28个，每年的出口量达6万标准箱，产值超过3000万元，产品远销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槲叶深加工成为

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一条新路。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本报讯“俺们房营村经过这些天

的环境卫生整治，道路更干净了，乱堆

乱放的杂物也清除干净了，环境更优

美了！”5月15日，邓州市裴营乡房营

村村民吴丽丽高兴地对笔者说。

今年以来，裴营乡采取向上争取、

发动乡贤捐、群众参与等举措，扎实开展

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将环境卫生整治责任落到实

处，该乡采取书记、乡长带头抓、管理

区领导亲自抓、包村干部协同抓、村

（社区）支部书记具体抓的工作措施，

通过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乡

村两级干部会议安排部署，对全乡的

环境卫生整治和人居环境改善进行全

面安排部署，细化责任分工，工作内容

层层落实。

裴营乡军杨村、裴营村附近通往

裴营集镇的中州路由于建设时间早，

通行的重载车辆较多，部分路段破损

严重，影响了公路沿线群众的出行，坑

洼的路面让公路沿线群众苦不堪言。

该乡新华路也因建设年代久远，后又

历经多次摊铺修整，造成路面高于两

侧商户地坪，每逢大雨，雨水倒灌，对

居民出行和商户经营造成诸多不便。

该乡党委书记吴冰了解到这些情

况后，召开会议，经多方努力，争取

到省最后一批“美丽乡村”建设资金

1300多万元，用于裴营街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目前这一民生工程已顺利

完工。随着老商户陆续营业，新商户

加入，裴营街更加热闹繁荣了。

该乡还争取项目资金150余万

元，为和谐移民社区、裴营村的王庄自

然村修建了小游园，使村民健身娱乐

有了好去处。

房营、大耿营、胡丁等村还积极发

动乡贤捐款修路建游园。该乡大耿营

村在外打拼多年的乡贤耿祥忠，致富

不忘乡邻。2021年11月，他出资12

万元，为该村打机井6眼、安装太阳能

路灯100余盏。

针对一些卫生死角、陈年垃圾堆和残

垣断壁，危险无人居住棚屋，由乡村镇服

务中心、行政执法中队现场督查，重点清

理整治。至目前，全乡共投入人力1500

余人次、动用机械130多台，清理陈年垃

圾300多吨，拆除残垣断壁1700多米，

拆除棚屋、险房230余间。（赵光选）

邓州市裴营乡
能人乡贤搭把手 环境整治一起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