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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桂
焱炜权志强）8月7日，在汝州市小屯

镇时屯村兴隆种植专业合作社种养的

30多亩玉米和蚯蚓间作试验田里，一

行行郁郁葱葱的玉米长势喜人，一排

排地垄里无数条蚯蚓蛰伏其中。

“今年合作社蚯蚓和玉米间作

种养试验喜获成功，丰收在望，预计

每亩收益可达 6800 元左右。沃土

里真长出了‘金子’。”时屯村党支部

书记、兴隆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苏延政兴奋地说。

兴隆种植专业合作社是苏延政

和村民郭学师等人2013年5月合作

注册成立的以农业种植为主的专业

合作社，重点开发绿色富硒农产

品。每年的收获季节，是苏延政和

郭学师等人最高兴的时候，可数百

亩田地产生的秸秆成了他们的头疼

事。苏延政和郭学师等人经过多方

考察认为，农业种植要想得到长足

发展，拉长产业链条是唯一的出路。

于是，他们决定以种植业为依

托，发展肉牛养殖，解决秸秆的出路

问题。他们又注册成立了汝州市丰

润盛牧业有限公司，自2014年以来，

该公司每年出栏肉牛近300头，年产

值近500万元。这样，合作社土地每

年产生的小麦和玉米秸秆不仅全部

得到了回收利用，而且丰润盛牧业有

限公司根据养殖需要还要大量回收

群众的秸秆。每年，仅玉米秸秆就需

回收3000多吨，每吨150元，可使群

众受益45万多元，实现了种植、养殖

和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养殖业为种植业解决了秸秆利

用问题，而养殖业又反过来反哺了

种植业，养牛产生的牛粪，又成为绿

色农产品种植的绝好肥料。种养互

补，让兴隆种植专业合作社走出了

一条良性循环的绿色发展道路。

2021年，苏延政和郭学师等人

通过网络发现，养殖蚯蚓不仅利润

可观，而且还可以将养殖业产生的

牛粪充分利用。于是，他们又腾出

30亩地试验养殖蚯蚓，用牛粪起垄，

将蚯蚓养在起垄的牛粪里，蚯蚓垄中

间间作小麦或玉米。这样，农作物不

仅汲取了蚯蚓垄的营养，还保持了蚯

蚓垄环境的潮润。经过去年和今年

的试种养，种养结合取得成功，效益

良好。每亩蚯蚓每年可收7茬，每茬

可收150斤，亩产可达1050斤。鲜

蚯蚓在市场上每斤售价 5元~6元，

可获利5250元~6300元，加上间作

种植的玉米收入，每亩地可收入

5700元~6800元。

苏延政介绍，目前时屯村集体

经济是村里发展的薄弱环节，村“两

委”拟流转500亩土地，采取“公司+

农户”的方式，以兴隆种植专业合作

社和丰润盛牧业有限公司为依托发

展蚯蚓养殖，将蚯蚓粪便作为花肥

进行深加工，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

发展村集体经济，进一步提高经济

效益。

地上种玉米地下养蚯蚓
汝州市时屯村种养结合亩收入超6000元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王

恒东）“这个灌溉池深5米，目前正在

进行灌溉池坝体部分的修建，建成后

蓄水量能达 7000立方米，可供周围

500余亩土地的用水需求。”8月5日，

在禹州市文殊镇枣园村灌溉池建设

现场，村党支部书记孙高峰高兴地

说。

由于枣园村地处山区，打井困

难，桃树的日常灌溉成了枣园村村民

的难题，这让不少想参与冬桃种植的

村民犯了愁。为解决这一产业发展

难题，孙高峰首先将目光放在了灌溉

水源的问题上，既然打井难，那就修

建灌溉池，让农田和桃园不再为“喝

水”发愁。

修建灌溉池需要资金，该村“两

委”干部多方奔走，筹集到90余万元

资金，用于灌溉池建设。

村民张应周每天都会来工地看

看，他高兴地说：“过去总因为浇水的

问题发愁，现在建了灌溉池，以后再

也不用担心水源的问题了！”

“目前，村里初期共种植 60 亩

4000余棵冬桃，预计挂果后收益能达

90余万元。”孙高峰充满信心地说。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杨
健张百瑞）8月5日，汤阴县韩庄镇庵

上村西的20亩经济林下，210万只金

蝉种苗正式在这里安家落户，为庵上

村的振兴拓宽了新的增收之路。

今年春天，庵上村党支部组织人

员去山东单县单鸣金蝉养殖专业合

作社学习考察，决定发展特色养殖，

在村里的经济林下养殖金蝉。

庵上村党支部书记原海新介绍

说，他们投资6万余元从山东单县引

进了210万只金蝉种苗，试养于村西

的20亩经济林下。两三年后预计将

产出200万只成品金蝉，按照正常年

份的市场价格，亩产效益能达 1.6 万

元，除去村民务工工资和一些必要开

支外，亩纯利润可以达1万元。小小

的金蝉能为庵上村增加集体经济收

入 20多万元，为村民增加务工收入

10万元左右。

汤阴县庵上村

经济林里“种”金蝉

□黄红立许金安关晓萌孙玉惠

自学成为炼油行业专家、60项国家

专利和专有技术人、两项省部级科学进

步一等奖主要项目人；与篮球为伴 50

余载，投资 3000 余万元建设“体育小

镇”，赋能“村企结对”，助力乡村振兴。

他就是洛阳森德石化工程有限公

司、孟津德马体育组织服务有限公司董

事长，67岁的“篮球达人”许栋五。

科技创新引领企业发展

许栋五投身石化领域与他的父亲

许元庆有关。

许元庆，山东济南人，少年时期参加

过抗日儿童团。1945年参加共产党地

方武装，1965年，为支援建设来到洛阳。

许元庆50年代就是济南黄河河务

局六级车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举办的

金属切削技术比武大会上，许元庆获得

了车床大直径切断、深孔掏料、强力挑

丝杠和组合刀4个奖项，而当时洛阳市

仅获奖6项。

父亲严谨的工匠精神深深地印在

了许栋五的心里，为他后来走上创业之

路，坚持科技创新奠定了基础。

许栋五高中毕业后到孟津县（现为

孟津区）当知青，后成为洛阳机床厂工

人，1977年考入洛阳师范学校，毕业后

任中学教师、教导处主任，再后来，就职

洛阳耐火厂企业管理处。

1990年，许元庆离休后，在洛阳市

瀍河区创办了洛阳石化设备修造厂，

1992年许栋五成为厂里的技术员。在

父亲的帮带下，1997年，许栋五首创“燃

烧器使用刚玉制品”，解决了高效燃烧

器推广瓶颈；1998年组织了我国炼油厂

首套加热炉EPC。

随着业务的扩大，2007年，许栋五

在孟津县常袋镇创办了洛阳森德石化工

程有限公司，主攻炼油新设备研发应用，

拳头产品是“催化裂化装置工程技术”。

据了解，“催化裂化装置”是生产汽

油的主要设备。许栋五在我国催化裂

化工程技术奠基人陈俊武院士的影响

下，加大技术创新研发力度，获得“催化

裂化”两项省部级科学进步一等奖。其

中，公司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和中石

化炼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技术研

发中心合作的反应系统优化项目，将汽

油、柴油、液化气产率提高了1.5个百分

点。按照现有我国催化裂化装置1.2亿

吨加工量、6000元/吨计算，每年增加汽

油、柴油、液化气 180 万吨，增加效益

108亿元，为绿色石化循环化工可持续

发展贡献了积极力量。

目前，洛阳森德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的炼油基础工序电脱盐、加热炉、催化

裂化工程技术和技术设备处于国内领

先地位，部分世界领先。入选省专精特

新企业，是 100余家石化、煤化相关企

业专利设备供应商。

“体育小镇”助力乡村振兴

许栋五早在 14 岁时就接触了篮

球，高中时是校队主力、知青时是孟津

县篮球队主力、工人时是洛阳机床厂篮

球队主力、教师时是涧西区篮球队主

力，参加洛阳市老年赛12年，始终是主

力控卫，参加市以上老年篮球赛 90多

次。

2012年，57岁的许栋五赞助并作

为主力，随洛阳老年篮球队参加了在印

度尼西亚举行的第28届全球华人篮球

邀请赛。四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7支代表队参赛，洛阳老年篮球队夺

冠。

事业成功的许栋五为老年篮球运

动倾注了大量心血，多年承担赛事经

费。2014年起，担任洛阳市老年体协

篮球专委会主任。2019年 6月，第 35

届全球华人篮球邀请赛在洛阳举行，他

被任命为组委会秘书长。

如今，67岁的许栋五每天5点起床

锻 炼 、每 周 打 3 场 比 赛 是“ 规 定 动

作”……

篮球让许栋五收获了健康与快

乐。作为洛阳市老年体协篮球专委会

主任，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篮球运动

推广和探索农村体育产业上。

公司所在的孟津区历史文化悠久，

文旅资源丰富，现代农业、观光农业势

态强劲，乡村振兴如火如荼。

体育最具有聚集人气的功能，它能

短时间内聚集大量人气，从而带动消

费。为积极落实孟津区“千企帮千村”行

动，许栋五有了建设“体育小镇”的设想，

将体育融入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在前期考察的基础上，他选择了在

距公司4公里的常袋镇马岭村建设高标

准篮球馆。

落地马岭村，许栋五看中的是该村

的区位优势和开放眼光。处于小浪底

旅游线，是省精神文明建设示范村、全

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入选中国美丽乡村

百佳范例，以及村子“一次性招商8家企

业”的担当。

2019年 6月，马岭村出地，“森德”

出钱的“德马”篮球馆及综合开发项目

动工。目前，投入 1000万元的一期项

目2座篮球馆，内设8个篮球场，配套餐

饮、民宿等即将投用；二期拟建设足球

场、游泳池、少年篮球场、儿童水上乐园

和其他体育设施。

2021年11月，省委常委、洛阳市委

书记江凌在马岭村调研时，肯定了这一

做法，称赞其“乡贤助村”。

许栋五的目标是：与马岭村一道探

索“企村共建体育小镇”，积极培育成集

美丽乡村建设、特色产业发展、文化传

承推广于一体的“网红打卡地”，通过承

办体育赛事引入人气，挖掘赛事经济，

打造“体育小镇”，走“体育+”融合发展

之路。

许栋五“篮球达人”乡贤助村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宋超
喜）“寄递物流共配中心建到了家门

口，取快递可方便了。”8月 7日上午，

刚从新蔡县砖店镇寄递物流共配中

心取了快递的程素梅说。

据新蔡县邮政分公司负责人介

绍，砖店镇寄递物流共配中心是新蔡

县首家农村寄递物流共配中心，8月5

日正式揭牌投入运营。该寄递物流

共配中心占地面积 1080 平方米，共

入驻邮政、中通、申通、圆通、韵达、极

兔、宅急送等7家快递公司，日均快递

进口量达到 1900 件，旺季峰值达到

2800件。

随着新蔡县首个农村寄递物流

共配中心的正式揭牌投入运营，该县

寄递触角已延伸至村级末端网点，打

通了“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让

农村群众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快

递服务。

“我县将加快‘快递进村’建设步

伐，让农民群众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

的快递服务，让‘农产品进城’‘工业

品下乡’的毛细血管更畅通，更好地

服务乡村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新蔡县委常委、副县长郭睿说。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刘
忠武 张星 张伟）“名牌调解员都没有

解决我的赡养问题，老韩委员来就解

决了！”8月 2日，在漯河市郾城区新

店镇任庄村，村民吴秀梅说。

今年4月，新店镇召开的“有事好

商量”协商议事会议，吴秀梅老人赡

养问题成了会议议题，郾城区政协委

员韩付志、新店镇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任庄村干部及群众代表、吴秀梅

三儿三女共计20人参加。大家经过

协商，形成共识，达成了赡养协议。

像这样协商议事会议，今年以来

郾城区共计召开50余次，推动解决群

众实际问题50多个。

郾城区政协立足“有事好商量”

协商议事平台，积极推动政协民主协

商向基层延伸。各镇（街道）党（工）

委主动将“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小

组工作纳入党委议事日程，定期听取

小组工作汇报，及时研究解决推进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

平台建立运行以来，郾城区政协

聚焦协商这一主责主业，使协商平台

更接地气、协商机制更加完善，在服

务发展大局、助力民生改善、提升基

层治理、维护和谐稳定等方面取得了

明显成效。

“我们立足郾城区实际，运用各

种协商议政方式方法和平台载体，逐

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政协搭

台、多方参与’的‘有事好商量’协商

议事格局。”郾城区政协主席朱俊峰

说。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曹
俊岩 李善喜）“地里玉米旱得卷叶，

志愿者赶来又是摆管子，又是挖沟引

水，真感谢他们。”8月 8日，在方城县

博望镇朱岗村的秋田里，朱同斌看着

村支书吴庆平带领志愿者帮他抗旱

浇水的情景，感激的心情溢于言表。

面对部分秋作物干枯的严峻局

面，博望镇发挥地处鸭河水库灌区的

有利条件，镇干部主动与水库灌区管

理部门协调，及时开闸放水，保证抗

旱需要。与此同时，镇机关干部分包

51个行政村，协调好上下游之间的用

水关系，指导农民开启所有的灌溉机

井，利用抽水机、潜水泵等灌溉设备

抽水浇地。

针对部分脱贫户、边缘户、外出

打工户缺乏劳力的情况，该镇乡村振

兴办、镇人大、镇团委积极协调、动员

拥有抗旱机具的农户为群众提供有

偿服务，并由驻村第一书记、包村干

部负责，在各村组织青年民兵、党员

志愿者等参加抗旱服务队，义务帮助

群众抗旱浇地。

连日来，该镇每天投入劳力3000

多人，在利用自流灌溉设施浇地的同

时，动用抽水机、潜水泵等1400多台，

做到人员轮班倒、换人机不停，全力

投入抗旱保秋。目前，全镇日浇地

4000多亩，已浇地60000多亩。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夏
天 陈向华）“感谢镇统战委员孙红

兵，是他帮助我们企业筹集30万元

资金，解决我们资金周转难题。”8

月 8日，夏邑县罗庄镇赫步木业负

责人徐魁说。

今年以来，该镇认真落实“两

个健康”即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政

策，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抓服务

促发展”上来，坚持不懈优化营商

环境，用心用情为企业提供精准服

务，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罗庄镇统战委员孙红兵了解

到辖区内旭达塑胶有限公司和赫

步木业两家民营企业周转资金困

难后，随即宣传发动政协委员、工

商界、新阶层等社会各界人士，向

企业提供民间借贷，不仅解决了民

营企业资金周转难题，而且盘活了

民间散户资金，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

了有力保障。

本报讯（记者张莹 通讯员李静
孟淦）“家里的水冲厕所坏了，镇里开

展户厕改造‘回头看’活动，检查是便

具出了问题，及时安排进行了修理，

现在新修好的厕所干净卫生，用着也

舒心。”8月7日，长葛市和尚桥镇岗杨

社区脱贫户杨建中说。

长葛市和尚桥镇将人居环境整

治、“五星”支部创建工作与户厕改造

“回头看”活动紧密结合，对各级财政

支持改造的农村户用厕所精准摸排，

即查即改。采取分片分区、走访入户

等方式，对全镇各社区逐户逐厕开展

问题排查工作，做到底数清、户数明，

确保不落一户、不落一厕。同时，建

立问题排查清单，通过“清单制+责任

制+销号制”的方式限定整改时限，严

格对照整改标准，统筹有序推进整

改，“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改一处成一

处”。

通过开展户厕改造“回头看”活

动，和尚桥镇的厕所干净了，村庄清爽

了，村容村貌得到极大改善，良好的如

厕环境不但美了村庄，更暖了民心。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范
长坡甘春丽）“创建‘五星’支部，我们

村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成为追‘星’族，

带头追‘星’，做到每‘星’必追。”8月6

日，在叶县九龙街道孟南村“五星”支

部创建党员大会上，村党支部书记袁

爱军向村全体党员干部发出号召。

创建“五星”支部号角吹响后，叶

县乡村党组织围绕“五星”目标创先

争优、以“星”同“心”、用“心”创“星”，

你追我赶、比学赶超，乡村干部追

“星”蔚然成风，激发了党员干部内生

动力，激活了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俺村党支部把路修好了，游园

建好了，广场里健身器材也齐全，日

子过得可舒心。”孟南村村民魏晓慧

一边健身一边开心地说。

九龙街道孟南村以“五星”支部

创建为抓手，新建游园两处；投资 60

万元，整治堵塞沟渠80余米，形成了

“全年见绿、三季见花”的人居环境新

格局。

“你们村创‘五星’进行得怎样

了？”“我们村正在创产业兴旺‘星’，

这‘五星’支部创建，让我们的工作有

了抓手。”这些话，成了叶县554个行

政村党支部书记见面打招呼的问候

语。追“星”热的劲风吹遍了叶县乡

村。

“我们村会努力最早、最快、最好

创建成‘五星’支部，迈上乡村振兴的

快车道。”保安镇杨令庄村党支部书

记李伟同说。

截至目前，全县拟创建“五星”支

部 7个，“四星”支部 43个，“三星”支

部164个，“二星”支部306个，“一星”

支部14个。

“叶县被确定为河南省党建引领

乡村治理试点县，下一步叶县将以

‘五星’支部创建为契机，以‘能力作

风建设年’活动为抓手，激活乡村振

兴细胞，让乡村净起来、美起来、富起

来，群众的生活越来越美好。”叶县县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谷中奇说。

漯河市郾城区

“有事好商量”平台帮你忙

新蔡县

首个农村寄递物流共配中心成立

叶县

比学赶超创“五星”

长葛市和尚桥镇 户厕改造“回头看”

方城县博望镇 协力抗旱保秋收

夏邑县罗庄镇

企业发展众人帮

禹州市文殊镇

冬桃“喝水”不再愁

8月9日，在卢氏县产业集聚区，三门峡献民林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女工在生产包装连翘茶。2006年以来，该公司承包荒山51
万亩种植连翘，并于2018年加工生产出了连翘绿茶与红茶，累计带动周边6000余名群众参与基地管理与采摘鲜叶，人均年纯收
入达5000元以上。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本报讯（记者杨青）8 月 9 日下

午，第六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全

国跨境电子商务产教融合论坛在河

南经贸职业学院举行。

此次论坛以“产教聚力·融创未

来”为主题，围绕跨境电子商务行业

发展，以及跨境电商职业教育产教融

合与人才培养等话题展开交流，吸引

了来自跨境电子商务领域的200余位

“政、行、企、校”专家参会。参会专家

学者分别从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趋

势和人才培养等角度进行了发言。

论坛上，河南经贸职业学院与郑

粮实业有限公司进行了产教融合签

约，并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

国驻华大使伊莎贝尔·多明戈斯一

起，共同为两国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基

地揭牌，未来将为推动跨境电子商务

职业教育相关成果在“一带一路”相

关国家的国际输出发挥积极作用。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姚

勇介绍，学院深入贯彻落实产教融

合，着力打造高水平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不断推动专业建设改革和人才培

养创新，跨境电子商务、国际贸易和

商务英语等多个专业融合互促，在全

国职业技能大赛中取得省级一等奖

及以上奖项38项，取得教师教学能力

大赛省级一等奖及以上奖项8项，产

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推动跨境电商职业教育高质量
全国跨境电商产教融合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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