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马光油茶园新修1条全程电子监控的旅游线

路，东岳村新建的东岳古街即将接待游客，长征文化

公园（光山段）建设如火如荼……

目前，光山县正抢抓机遇，在全市率先推进乡村

振兴示范区建设，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加快标准

化生产基地建设，培育农业产业集群，争创国家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和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光山县乡村振兴示范区主要围绕习近平总书

记在光山调研路线谋划，覆盖‘两乡一区’，即槐店

乡、文殊乡及大苏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区，规划面积

272.5平方公里，共包含 44个行政村，总人口 9.463

万，常住人口4.964万。”光山县乡村振兴局局长曹强

说，光山县以红色为引领、以油茶为引擎，推动农文

旅融合发展，塑造“红色光山、原乡生活”品牌，将乡

村振兴示范区打造成河南省特色产业发展引领区和

鄂豫皖高品质农文旅融合示范区。

同时，光山县狠抓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改善农村

生态环境。在推进“厕所革命”户厕改造工作中，全县

于2018~2021年间完成改厕59278户。2022年在全

县开展农村户厕专项整治行动，集中进行旱厕拆除改

造工作，改造完成并验收5501户；在10个乡镇24个

村开展“厕所革命”整村推进，已完成改厕2755户。

“我们持续治理‘六乱’，开展‘六清’，实现‘四起

来’，扭转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的局面，对各乡镇人居

环境集中整治工作开展实行周考评、月排名、季评比。”

王全兴说，目前已组织全县1~5月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现场观摩推进会，迎接市1~5月份的综合考评。

光山县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扎

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到光山考察重要讲话

精神，经济社会发展再上一个台阶，群众生活水平和

质量、满意度和幸福度显著提升。

“现代农业做大做优、工业发展加速转型、现代

服务业快速发展、红色精神赓续传承、传统文化继承

创新。”曹强说，按照总书记考察重要指示精神，光山

县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同时，全面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严格落实“四个不摘”，坚持做好

统筹协调工作；建立健全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坚决

守住防止返贫致贫底线；持续推进“两不愁三保障”

及安全饮水政策，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大力促进

产业就业，实现困难群众稳定增收；牢固树立项目为

王，加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结合“回头看”，扎实做

好扶贫资产后续管理工作；围绕2021年后评估考核

反馈问题，扎实做好问题整改。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光山县先后荣获全国产粮

大县、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油料生产百强县、

中国名茶之乡、全国茶业百强县、全国油茶产业发展

重点县、中国油茶之乡、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先

导区、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典型县、全国休闲农业重点

县等十余个国家级荣誉称号，成为全省乡村产业发

展的生力军！

“光山县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

弘扬大别山精神，砥砺奋进，奋力书写新时代加快老

区振兴、实现‘两个更好’的农业农村答卷！”光山县

委书记王建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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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产业沸腾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本报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 翁应峰盛鹏向宣垣

选准路子迈开现代农业新步子

民俗表演、农事体验、特色农产品展销……

9月23日，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信阳市主会

场庆祝活动在光山县东岳村举行，活动营造

成果展示晒丰收、电商直播促丰收、全民参与

享丰收的节日氛围，全面展示在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河南到光山考察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

老区发展产业优、生态美、百姓富的新画卷，老

区人民感恩奋进、自信自强的新风貌，用丰收

的喜悦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近年来，光山县立足农业资源禀赋和产

业发展基础，在稳定粮食生产和主导产业发

展的同时，持续做大做强“米、茶、油、菜、菌、

药、牛、羊”八大特色产业，进一步调整优化产

业布局、规范产业发展，扩大特色产业规模，

培强龙头企业，培育知名品牌，培优产业链

条，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特色产业全链条

发展，实现“多彩田园”提档升级，持续推动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初秋，光山县司马光油茶园内，高低起伏的山坡

上，风中飘着油茶果的香味，成片的油茶林郁郁葱

葱，一颗颗油茶果挂满枝头。

陈世法站在茶垄间，抚摸着油茶果，脸上充满笑

意。作为河南省联兴油茶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世法用了十几年时间让荒山披绿，“我给公司

起名‘联兴油茶’，就是想联合父老乡亲一起兴业致

富。”陈世法说。

5年才挂果，10年才回本，油茶成长周期长、回

报慢，这让陈世法也曾有过动摇。

2019年 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光山考察

调研，在司马光油茶园，充分肯定了光山县利用荒山

荒坡大力发展油茶产业、促进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脱

贫致富的“公司+基地+农户”发展模式。“总书记的

话，让我坚定了信心，这条路子没选错。”陈世法说。

陈世法带着百姓致富的梦想成真了。“现在在油

茶园工作一年能挣 3万多元，周边村里很多人都来

这儿干活。”68岁的农民黄友德告诉记者。如今，该

茶园为 1000多名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带动周边

300多户村民依托产业脱贫，人均年增收4000余元。

近3年来，光山县油茶产业迅猛发展，油茶种植

面积达29.2万多亩，5万户群众参与油茶经营，带动

30多万农民增收致富。

“看看今年四方景家庭农场的莲蓬子，由于天气

干旱特别漂亮……”在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

四方景家庭农场的荷花塘里，致富带头

人杨长太正拿着手机直播带货。通

过几年的现代农业发展，杨长太也

完成了他从贫困户到脱贫户，再

从致富带头人到村里直播带货

王的华丽转变。

“3年前，我的农场种植绿

色水稻380亩，现在我们产业联

盟抱团发展，有3家家庭农场和

3家农业专业合作社，面积达到

了2010亩。”杨长太说，“另外，我

们还种植芡实、莲藕等，从开始的年

收入15万元到现在一年线上线下已

经达 600多万元，父老乡亲不出家门有

活干，生活越来越好。”

文殊乡东岳村驻村第一书记潘瑛矗告诉记者，

这几年，借助引入的云书网、邮乐网、金融e站等电商

平台，东岳村开通了中办和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在内

的4条农产品帮扶销售专线。

在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驻村工作队的指导下，东岳

村还成立了“东岳实业公司”和“东岳红色文化教育培

训中心”两家以服务文旅项目为核心的集体经济企

业，注册“东岳村”农特产品品牌，打造品牌农特产品

和文创产品，并在村内开设“光山十宝展销大厅”，在

网上开办网店和微店，2021年实现销售60多万元。

“2022年，全县种植油茶29.2万亩、茶叶24万亩、

中药材4万亩、果蔬15万亩，补齐了产业发展短板。

农副产品销售呈现井喷状态，仅2021年就通过电商平

台销售农产品达6.43亿元！”光山县县长李伟介绍说。

融合发展开启生态农业新模式

稻浪滚滚，机声隆隆。9月22日，光山

县罗陈乡青龙河合作社社员们正在抢收水

稻。

“今年我们种植水稻 5000多亩，其中

再生稻种了 1500多亩。”青龙河农业机械

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正礼说，“虽然

今年干旱少雨，但产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今年，光山县共建成再生水稻种植基

地48个，种植面积10.6万亩，现在全部喜获

丰收。再生水稻种一季收两茬，头茬再生

水稻比常规水稻提前25天收割，第一茬亩

产平均可达1280多斤，两茬亩均比常规水

稻增收600多元。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光山县大力发

展乡村产业，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

光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全兴说，光山县

现有耕地面积 121.9 万亩，基本农田面积

109.4万亩，其中水田90万亩。在全国率先

试点水稻“粮饲双优双高”种养结合模式，

秋粮丰收在望。

在光山县北向店乡清北牧业、九方牧

业肉牛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玉米、花生、

稻草秸秆制成饲料用来喂牛。

据介绍，清北牧业和九方牧业是两家以

肉牛育肥、种牛繁育为主的现代化、数字化

畜牧企业，建有标准化养殖区、青贮池等配

套设施，拥有涵盖繁育、肉牛养殖、饲料生产

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存栏能力达8000

头，对全乡产业发展具有较强带动作

用。

清北牧业养殖基地负责

人张凤喜告诉记者：“我们

今年已经回收秸秆 680多

吨，料源已辐射北向店乡

周边乡镇，农民不需要再

去投入劳力、资金处理秸

秆，既提高了村民收入，解

决了养殖场冬季饲料不足

的问题，又减少了焚烧秸秆造成的环境污

染，可谓一举多得。”

如今，在北向店乡政府的引导和龙头

企业的带动下，当地大大增加了玉米、稻草

秸秆综合利用率，让绿色、生态、环保理念

深入人心。

近年来，光山县积极培育肉羊、肉牛、

生猪、蛋鸡等特色主导产业，在市场需求与

政策引领的双重合力下，全县肉牛规模养

殖场已发展到16家，肉羊规模养殖场发展

到9家，已建设肉羊、肉牛、生猪、蛋鸡等规

模较大的养殖基地10余个。

截至 2022 年 8 月，光山县生猪存栏

9.48万头，出栏 4.8万头；牛存栏 2.2万头，

出栏 0.49万头；羊存栏 6.56万只，出栏 3.2

万只。2022年利用财政整合资金 1780万

元建设项目5个，其中肉牛肉羊产业项目4

个、畜禽粪污集中收集处理中心建设项目1

个、水产养殖面积12万亩。

光山县副县长戴永恒说：“光山县在农

业产业布局方面，通过龙头带动、典型示

范、财政奖补等多种形式，培育形成了以罗

陈、砖桥等乡镇为主的稻虾共作示范区，以

斛山、北向店、罗陈等乡镇为重点的再生稻

及‘粮饲双优双高’示范区，以仙居、十里、

文殊、晏河、泼河等乡镇为主的油菜连片示

范区，以南部山区和西部浅山丘陵区乡镇

为重点的茶叶、油茶和中药材林药间作示

范区，以城镇近郊十里、弦山、槐店及沿河

沙地仙居、泼陂河、斛山为核心的无公害蔬

菜食用菌产业园区，以斛山、北向店、孙铁

铺等传统养殖乡镇为基础的肉牛肉羊特色

养殖区，以马畈、文殊、砖桥、斛山等乡镇为

主的小杂果生产基地。”

“不论是油茶、大米、蔬菜还是肉牛肉

羊养殖等，最终要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品

牌化，只有这样，产业才能做大做强，才能

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戴永恒说。

抢抓机遇打造乡村振兴新样板

丰收节开幕式上，市、县领导为信阳市优秀乡土人才代表颁奖。向宣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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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信阳市主会场所在地一一光山县东岳村。谢万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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