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滨区创新“农业+”乡村连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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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种植结构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特别报道 19

9月 7日，李村镇老井社区的红薯种

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一个个粉嫩的小红

薯被翻出地面，村民正在忙着分拣、装车、

起运……

当天，商家地头收购，普薯32号和烟

薯25号两个品种，亩产750公斤左右，其

中符合高标准要求的有200多公斤，包装

后价格为5.5元/公斤，剩余500多公斤价

格为1.3元/公斤，每亩销售额7000多元，

每亩纯收益近5000元。

老井社区地处山区，受水源条件限

制，一直以种植玉米、小麦等常规作物为

主，产量低，收益差。

近年，老井社区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成立农业合作社，流转土地 350亩，种植

特色红薯。

“红薯收获后，我们将种植多彩油菜

和普通油菜，发展观光旅游，待花期结束

可以加工菜籽油销售，又是一笔收入！”该

社区党支部书记牛继承说。

老井社区发展特色红薯是伊滨区调

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的一

个缩影。

伊滨区出台了《特色农业红薯种植实

施方案》，并与河南科技大学、洛阳市红薯

产业协会签订甘薯生产技术服务协议，由

该协会提供优质种苗及全程技术指导。

在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上，伊滨区制订

了《南部山区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带项目奖

补实施方案》，围绕“万亩花卉、万亩苗木、

万亩小米、万亩林果、万亩花生”五大特色

农业基地建设，发展优质林果、小米、花生、

特色红薯等特色农业。

目前，已经形成了寇店镇以谷子、艾

草种植为主的特色农业产业，李村镇以采

摘和大豆种植为主的特色农业产业，诸葛

镇以谷子和石榴种植为主的特色农业产

业，庞村镇以采摘、观光旅游种植为主的

特色农业产业。

寇店镇积极调整优化农业种植结构，

发展特色农业，实现了“每个社区有特色

产业、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致富门路”

的目标。目前，寇店镇形成了“千亩谷子、

千亩花生、千亩大豆、千亩艾草、千亩中药

材、千亩石榴”六个丰产“千亩方”种植新

模式，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凸显，

成为乡村振兴新引擎。

在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上，伊滨区持续

培育壮大以乡贤为带头人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今年新注册成立各类农业经营

主体12家、家庭农场5家、合作社3家。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吴宏炎陈怡平

在洛阳版图中，伊滨是最“年轻”的区，辖4个镇、87个社区。

伊滨区的发展定位经历了产业集聚区、行政副中心、洛阳明日新城、科技产业新城四个阶段。

推动伊滨科技城建设，全力打造引领洛阳创新发展的“主引擎”，是洛阳贯彻落实省委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洛阳市委赋予伊滨新的发展定位。

4月份，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江凌在伊滨区调研乡村振兴时强调：要着力挖掘和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乡村与市场更紧密联系起来，策划引进一批产业投

资项目，鼓励支持更多返乡乡贤、优质乡村运营商等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更多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打造伊滨科技城，农业农村是‘潜力板’。”伊滨区党工委书记何武周说，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之本，结合伊滨区位优势，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创新“农业+”模

式，乡村连市场，着力打造乡村振兴“伊滨样板”。

9月 18日，洛阳市伊滨区寇店镇朱窑

社区 1258亩谷子陆续迎来秋收，谷子种

植大户马建森家喜开“第一镰”。

朱窑社区位于伊滨区丘陵地带，在

“五星”支部创建工作中，以创建“产业兴

旺星”为契机，调整种植结构，发展特色谷

子种植，通过“社区党支部+合作社+农户”

的经营模式，利用乡村振兴资金建成了日

加工15吨小米的生产线，注册了“朱窑小

米”品牌，逐步形成了集生态种植、生产加

工、品牌销售于一体的特色农业产业发展

模式。

朱窑社区是伊滨区发展特色农业产

业的一个缩影。

时间倒回，5月 26日，洛阳市伊滨区

“科创贷”、乡村振兴暨政银企合作签约仪

式上，伊滨区成立乡村振兴增信基金，首

期出资 1000万元，专项用于为农业银行

发放的支持区内乡贤创业、乡村运营、集

镇建设、“三变”改革等领域的“惠农e贷”

等农户信用贷款提供增信。

用实实在在的政策、“真金白银”发力

乡村振兴的实例，在伊滨区还有很多。

近年，伊滨区对标洛阳市委乡村振兴

“151”工作举措，按照“因地制宜、突出特

色、多元发展”的思路和“市场主导、政府

引导、多元投入、产业特色高效”的原则，

立足资源优势和特色优势，以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为主线，出台扶持政策，发展特色

农业产业，打造现代园区智慧农业，创新

“农业+”模式，推进“三产”融合，促进农民

增收，壮大社区集体经济，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

9月 18日，寇店镇常村社区种

植大户刘波的生地黄种植基地，绿

油油的生地黄枝壮叶肥，长势喜人，

刘波和几名工人在忙着除草。

常村社区是伊滨区“三变”改革

试点社区，该社区以“三变”改革为

抓手，以土地流转为突破口，流转土

地 1300 余亩，成立集体股份合作

社，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在外经商、有中药材种植经验

的刘波，回到家乡承包了 900余亩

土地，种植生地黄、花生等。

目前，刘波年收入达 800余万

元，带动周边60余名农民就业。而

在寇店镇，像刘波这样的种植大户

还有很多。

李村镇通过“三变”改革，成立

社区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进行股

民认定、股权量化。全镇29个社区

年集体经济收入达10万元以上，其

中 20个社区达 100万元以上，5个

社区达500万元以上。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实

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必由之

路。”何武周说，伊滨区充分利用伊

滨科技城的发展定位，创新乡村运

营思路，以“强村公司”为抓手，开展

“三变”改革，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强村公司’是社区、镇和区三

级成立的发展集体经济的公司或者

合作社的统称。”伊滨区乡村振兴办

主任张冠军说。

如今，伊滨区形成了区级“强村

公司”引导、镇级“强村公司”主导、

村级“强村公司”补充的三级协同强

村矩阵“主引擎”，通过盘活各方资

源，打破原有各社区单打独斗局面，

推动各社区资源、资产、资金的再整

合、再利用，抱团发展，实现了村级

集体经济收入最大化，激活了乡村

振兴新动能。

通过“三变”改革，探索“强村公

司”模式，伊滨区建立了区、镇、社区

三级农村产权交易体系，已完成 8

个试点先行社区7种集体经济发展

类型的总结梳理工作，新增“三变”

改革项目 12个，目前，已开工建设

10 个，完成投资 8198 万元。全区

87个社区，年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达

10万元以上。2022 年春节，有 42

个社区实现了分红，共分红5100万

元。

金秋9月，丰收时节。看伊滨，

中心城区，项目建设热火朝天；乡村

田野，色彩斑斓，秋韵如画；“五星”

支部创建亮点特色多、乡村产业发

展迸发新动能、乡村运营迈上新台

阶、“三变”改革激发新活力、城乡融

合发展迈出新步伐。

“伊滨科技城规划蓝图已绘

就，乡村振兴的新画卷也要多姿多

彩！”何武周信心满满地说，洛阳

市委乡村振兴“151”工作举措，是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洛阳实

践”，伊滨区唯以实干践行使命，

以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擦亮

乡村振兴底色，奏响乡村振兴“最

强音”，推动乡村振兴驶入“快车

道”！

马玉宗，68岁，寇店镇朱窑社区居民。

2021年 3月，在伊滨区乡村振兴热潮

感染下，他将江苏、浙江的两个企业交给

儿女打理，回到家乡成立了河南省玉鑫旅

游服务有限公司，在万安山景区下、大谷

关景区旁，利用“三清两建”成果，投资建

设集休闲度假、农业旅游、亲子互动、户外

主题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沐养山庄”田

园综合体项目。

以农为本，联农带农。今年 4 月 20

日，“沐养山庄”迎宾。目前，该项目投入

资金3000多万元，安置周边30多名群众

就业。 6 月底，公司又与水泉村签订了

770亩荒山的开发利用合同，发展特色林

果业……

谷小强，39 岁，庞村镇西庞社区居

民。创办丰龙办公家具公司，但主业基本

在外地。

2021年 7月，他将技术研发部和业务

销售部回迁至庞村镇。为此他下了“血

本”，回迁员工30余人，每人每月工资上涨

1500元，还包吃、包住、包接送。

“能为家乡做贡献，回迁就值得！”谷

小强说，目前，公司已安排乡亲就业 170

人。

“一老一少”乡贤返乡创业是伊滨区

以乡贤返乡创业为抓手发展乡村产业的

代表。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伊

滨区乡贤返乡创业工作专班通过强阵地、

树典型、育主体、抓载体，全面营造乡贤

“同心、同向”发展氛围，建立乡贤数据库，

收录乡贤 1220名；建立乡贤返乡创业产

业项目库，坚持“项目为王”，入库项目105

个；统筹推进“乡贤链+产业链”互动互促，

截至目前，乡贤返乡创业存量项目91个，

投资总额13.2亿元。

“乡村振兴应激活‘人、地、钱’三要

素。‘乡贤链+产业链’互动互促，产业发展

才能‘接二连三’。”伊滨区乡贤返乡创业

工作专班办主任皮东宇说，“乡贤回乡干

自家事”更有感情，更舍得投入。

引乡贤人才，更要培育乡土人才。今

年，伊滨区结合“人人持证、技能洛阳”建

设，已开展特色种植、中式烹调、电子商务

等培训30期，培训学员1387人。

在庞村镇乡贤创新创业园，5000平方

米的创业园免费提供给乡贤使用，回迁外

贸及电商企业16家，新注册企业5家，完

成出口创汇 6653万元，同比增长 120%，

引进研发人才，引导乡贤在创业园成立了

庞龙公司，运营3个月内推出了24款智能

化新品，引领了庞村钢制家具产业向智能

化方向迈进。

9月18日，位于寇店镇的洛阳国际现

代智慧农业科技示范区，一期无土种植智

能温室大棚主体结构封顶。

该项目引进国际先进的新型中荷高

效日光温室，运用国内外先进高新生产技

术进行无土栽培。通过智能感知系统、生

产管理系统、科学水肥系统、病害预警系

统，可实现从播种到收获全过程的智能化

监管。

“打开手机便可了解庄稼的生长情

况，随时随地就能掌握土壤水分和肥力状

况；遇到病虫害方面问题，在田间地头可

以远程咨询农技专家；农产品可全程溯

源，让消费者更放心……”伊滨区政协工

委主任马少军说，洛阳国际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区包括三个功能区，一是服务区，二

是核心的农业旅游区，三是智慧农业生产

示范区。

该示范区二期项目是智慧生态鱼菜

生产示范基地和现代设施农业产业集群，

园区规划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种果不

施肥”的可循环和谐生态发展。

“未来，园区将按照‘新理念、新模式、

新农村、新农人’的理念，打造集采摘娱乐、

观光旅游、研学培训、农产品消费、体验康

养等于一体的现代智慧农业项目，打造成

洛阳智慧农业标杆，探索实施以智慧农业

引领现代农业的伊滨方案。”马少军说，项

目建成后，将提供2000余个就业机会，年

吸引游客百万余人。

现代智慧农业园区是发展现代农业的

载体和平台，是推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

“园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跳出农

业发展农业，推动“农业+文+旅+”是伊滨

区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的又一主导理念。

目前，庞村镇现代农业智能化产业园

一期已完成实施规划，正与国开行对接。

梵朴森林生活园已完成整体形象建

设，声光电调试、网红打卡地建设正在持

续推进完善。

…… ……

打造智慧农业 推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乡贤返乡创业“乡贤链+产业链”互动互促

“三变”改革“强村公司”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伊滨科技城中心城区伊滨科技城中心城区

伊滨谷子

(本版图片由伊滨区委宣传部提供）

伊滨红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