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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办

本报讯（记者杨利伟仵树大 通讯员李淑丽）9月

23日，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省主会场在临颍县

开幕，中石化漯河分公司将一年一度的易享节主题营

销与惠农助农、便民服务相结合，组织易捷便利店米面

粮油等名优商品参加丰收节活动。

活动期间，该公司各类商品针对农民、农机手以优

惠价格销售，组织现场宣传会员日、虎年生肖卡优惠活

动，现场宣讲优劣油品辨别常识，积极为参展商家、农

民、农机手办理加油卡，吸引参会商户及老乡的关注，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目前，正值‘三秋’丰收季，我们在靠近农村的部

分加油站设立农机专供机位，在柴油挂牌价基础上给

予持卡或石化钱包加油的农机手3%优惠。”中石化漯

河分公司总经理陶敏说，公司还依托加油站“司机之

家”网点，为农机手提供车辆加水、临时休息、饭菜加

热、沐浴洗衣等服务，以实际行动助力农民丰收，服务

“三农”发展。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宋超喜杨琳琳）“丰收节

上，我们分别与武汉武商集团量贩总公司、山东潍坊科

技学院、华琦远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代表分别签订了合

同金额8000多万元的辣椒销售、厂房升级、回收加工合

作协议，给我们合作社的椒农吃了定心丸，今天又有3

个种植大户现场要求加入我们合作社……”9月25日，

在新蔡县弥陀寺乡程小寨村举办的庆祝2022年中国农

民丰收节暨辣椒节活动现场，俊达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宋少武走下签约台，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金秋九月，新蔡县弥陀寺乡程小寨村5000余亩辣

椒迎来了大丰收，为该县缤纷灿烂的丰收画卷上增添

了一抹绚丽的“丰收红”。该县以辣椒节为平台，将农

耕文化传承保护与现代农业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有机

融合，在程小寨村辣椒种植基地举办了以农耕文化和

辣椒产业发展为主题的“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中国

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

庆丰收 迎盛会

“六王”评选咋缺了“桃王”

新蔡椒农宋少武

丰收节上获“大单”

中石化漯河分公司

丰收节里助农惠农

本报讯 9月 23日，笔者从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洛阳市庆祝活动上获悉，洛阳市将成立乡村产业联

盟（联合会），该联盟将成为洛阳市首个“一站式”乡村

振兴产业发展专业服务平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树立富民导向，大力发

展乡村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和村集体持续增收。

为更好地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和力量赋能乡村，

促进政府、社会、企业、市场有效衔接，做大做强县域和

乡村特色产业，更好助力乡村振兴，拟成立的洛阳市乡

村产业发展联盟（联合会）由天兴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伊川姐妹同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宜阳黑谷源农业

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汝阳香菇协会等发起，将壮大返乡

创业青年农民致富带头人队伍、助力乡村产业发展、推

动农民持续增收致富。

洛阳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成立乡村产

业联盟的目的是抱团发展，资源共享，把洛阳农业企业

家、科技工作者、返乡创业乡贤团结起来，抓好农业结构

调整优化工程、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工程、农业农村

绿色发展工程、农村创业创新人才建设工程、抓好村级

集体经济壮大工程等五大工程，深耕乡村产业，擦亮洛

阳品牌，助力乡村振兴。 （黄红立许金安王格格）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鸿雨龚敬涵）“我

是来自白庙乡的红薯种植大户，除自己种植 1000多

亩红薯外，还通过红薯育苗带动周边村民种植烟薯和

商薯1.5万亩左右，预计可带动种植户实现收入2000

多万元，我向大家报喜，明年继续努力。”9月23日，在

郏县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报丰收环节，受到表

彰的该县白庙乡白庙村村民、增会家庭农场农场主冯

增会高兴地说。

当天和冯增会一起受到隆重表彰的还有该县的小

麦种植大户王利峰、任延旭、郭森强、刘昭华（女），羊肚

菌种植大户李松行、富硒水果种植大户郭亚培、无花果

种植大户李晓鹏等。他们爱思考、懂技术、善经营，都具

有相应的专业技能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于乡村振

兴、地方富裕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为喜迎农民丰收节，展示郏县高素质农民的风

采，激发广大农民的创业创新热情，郏县于8月启动了

“十佳农民”评选，最终经层层推荐、把关、公开投票，

冯增会等10人入选。

“披红戴花接受县领导表彰，很激动，很兴奋，下

一步我一定会带领村民种植羊肚菌，把羊肚菌产业做

强做优，尽快让村民都过上富足的生活。”来自堂街镇

圈李村的李松行说。

近年来，郏县围绕“一县一主业”“一乡一特色”发

展定位，坚持以绿色发展为引领，依托独特的生态优

势和自然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郏县红牛、烟叶产业、设

施农业红、黄、绿“三色经济”，年实现总产值约 50亿

元。

“我们要通过大张旗鼓地表彰‘十佳农民’，引导

各类人才和资源向农村流动，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

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让农村生活更值得期待、值

得向往。”郏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李红民说。

洛阳市将成立
乡村产业联盟

郏县

“十佳农民”风光亮相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王永安叶全花

9月 23日，在鲁山县 2022年中国农

民丰收节活动现场，作为活动重头戏的

“梨王”“葡萄王”“牛王”“羊王”“驴王”等

“六王”颁奖时，细心的人会发现缺少了

“桃王”状元。

作为种桃面积达3万亩的种桃大县，

为何“桃王”缺失？

“原来筹划 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活动准备表彰‘六王’状元时是有‘桃王’

状元的，但是在最后评审环节，评审专家

考虑到熊背血桃和下汤福桃六七月份就

卖完了，冬桃现在还没有成熟，参评的几

家寿桃因为今年天旱长得个头较小、品相

也不好，就抱着宁缺毋滥、公平公正原则

放弃了‘桃王’评比。”鲁山县2022年中国

农民丰收节活动组委会主任、县农业农村

局局长刘海波说。

2022年刚进入 9月，鲁山县 2022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组委会就研究决定

在丰收节活动现场表彰“六王”，并下发文

件对评选的范围、程序、指标及奖励标准

进行了明确规定。其间，尽管有乡镇和几

家合作社推荐了桃子，但为突出状元的典

型性和代表性，在最后环节，组委会仍决

定放弃“桃王”状元评比。

对其他“几王”和 5个年度产业发展

先进乡镇、10个产业发展带头人，组委会

和评审专家均没有异议。该县董周乡中

祥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参评的秋月梨被

评为“梨王”。四棵树乡车场村村民李军

伟参评的“尧山白山羊”被评为“羊王”。

观音寺乡玉满藤农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李栓柱、辛集乡众康种养农民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陈军伟带头引种“阳光玫瑰”品

种葡萄，亩均收入在 6万元以上，带动全

县种植500余亩。此次评选中，李栓柱参

评的葡萄荣获“葡萄王”美誉，陈军伟被评

为葡萄产业发展带头人。

该县尧荣菌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雷根宪

兴建香菇大棚 1100余座，建起从菌种研

发、菌棒生产到冷链运输的完整产业链条。

河南吉尔木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鲁吉学专

门从事食用菌加工，年销售食用菌9900多

万元。在他们的带动下，鲁山县成功创建为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香菇）标准化生产基地，

全县食用菌年均种植总量保持在3.6亿袋，

年产量18万吨，年产值45亿元以上。此次

评选中，雷根宪、鲁吉学均被评为食用菌产

业发展带头人，各获得5000元奖励。

“我们始终坚持以工业化的理念抓农

业，推进产业布局规模化、产品生产标准

化、主体培育龙头化、产品发展品牌化、农

旅发展融合化，全力打造绿色食品供应基

地，推动特色优势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虽然没有评出‘桃王’，明年我县一定

会评出更多有含金量的‘王’。”鲁山县委

书记刘鹏说。

庆丰收得快点跑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白
东亮王晓磊）9月23日，舞钢市2022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该市武功乡桐

关李村举办，一大早，该市尹集镇清

凉寺村39岁的村党支部书记吴召阳

就带着自己村的“兔菇香”牌香菇酱

及罐饺子、艾绒被、药枕、药茶等产品

来到现场展销宣传。“上午两处展销

点共售出产品 6000多元，还取得了

上千人观赏、品尝产品的宣传效

果。 ”吴召阳说。

而与此同时，与吴召阳同村，今

年50岁的村民周建奇当天也同妻子

带上自家饭店的招牌菜醋焖鱼、锅贴

豆腐到丰收节上宣传展销。“一上午

卖出 100多份，收入 2000多元。”周

建奇说。

在舞钢市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上，各乡镇、街道选派的一些家庭

农场主和种植、养殖户都拿出了“看

家”产品，以期引起大家关注。武功

乡八家刘村刘新学展销的大个蟠桃、

黄桃；刘庄村许金发家展销的鸽子

蛋；杨庄乡红石岗村唐田敏展销的大

山芋、猕猴桃；杨国军展销的阳光玫

瑰葡萄；杨庄乡叶楼村王晶金菇产业

园展出的香菇系列产品；叶楼村村集

体展出的十香菜系列产品；庙街乡农

民展出的无公害苹果；枣林镇农民展

出的蜜桃、酥梨、猕猴桃等数以百计

产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既饱

了眼福也饱了口福。

“想不到咱们舞钢市的农特产品

这么丰富，真是开了眼界，也真想多

买一点回去，但双手实在拿不下了。”

来自舞钢市区的王英老人双手提着

几个袋子不无遗憾地说。

据了解，当天有 2000 多人参加

舞钢市 2022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

动，农产品及钢城美食展销摊位超百

个，展出产品 200多种，现场和意

向成交额超百万元。

色香味俱全
舞钢市优质农产品亮相丰收节

□ 于涛李梦露

红色的大桶里都是玉米粒，漯河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黑龙潭镇北街

村村民周奥琪半蹲在桶前，手里拿着

空水瓶匆忙地去灌玉米粒。

还未灌满，周奥琪就开始从起点

一路跑到终点，把玉米粒倒进对面的

空桶。转身跑回来，他的第一棒任务

结束，时间过去35秒。

9月23日，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漯河市农民运动会在临颍县皇帝

庙乡商桥村举办，周奥琪作为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12名农民运动员之一，参

加比赛。

“家里的玉米收完了，在家闲着

没事，就通过选拔来参加了，咱也开

心一下。”周奥琪说。投玉米、灌粮

食、扛化肥……所有的比赛项目对周

奥琪来说简单易上手。

周奥琪家里有4亩地，30岁的他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干农活早已

熟悉。他从部队退役后，正在家乡等

待安排转业工作，闲的时间就负责种

家里的地。

“我们家的玉米今年抗过

旱，产量每亩差不多能到 1500

斤。”周奥琪开心地说。

和周奥琪同个项目的临颍县城

关镇樱桃郭村村民郭锐在比赛队伍

中担任最后一棒，为了更快一步，他

用尽了全力。

跑到终点时，郭锐突然“刹不住

车”，差点撞到自己的队友，鞋底在地

上还激起一片尘烟。

“我也想为我们队伍争争荣誉，

庄稼丰收了开心，能赢了更开心。”郭

锐气喘吁吁地说。

“加油，娟娟，跑快点。”侯小红边

喊边跟着跑。

45岁的侯小红是舞阳县舞泉镇

西城社区村民，在家平时照顾庄稼和孩

子。在运动场上，侯小红手里抱着几件

衣服，在队伍里担任起了后勤角色。

“上不上场都没事，今天太开心

了。”侯小红说，“我刚才听裁判说，我

们这个运粮食项目只花了4分钟多，

得了第一名。”

空水瓶灌粮食比赛刚结束，3个

人又急忙去准备下一个项目。周奥

琪拿起一袋粮食，放在肩上，跑了几

步，提前试一下效果。

队友有人提醒他节省体力，周奥

琪笑着说：“庆丰收，就得快点跑。”

□本报记者 董豪杰

9 月 23 日，2022 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河南省主会场智慧农田展示区，多种

多样的小辣椒吸引了众多与会者驻足

观看。不远处的产品展示区，河南祝福

种业公司相关负责人何红华正在向大

家介绍小辣椒产品。

“香、辣、红，这是我们临颍小辣椒

的主要特点。”何红华拿起一颗小辣椒，

一口、两口，脸色逐渐起了变化。这个

颍山红1号朝天椒新品种除了辣，还兼

顾了香味，因为其色素含量高、颜色亮

丽，深受消费者和采购商喜爱。

目前，临颍县辣椒年产量 13.7 万

吨，小辣椒年交易额55亿元，形成豫中

南最大的小辣椒产销集散地，临颍县被

授予“中国数字辣椒之都”的荣誉称号。

为支撑临颍县乃至全省小辣椒产

业的良性发展，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

术体系在临颍县建立起新品种示范基

地，引进国内外新品种518个进行展示，

以筛选出适合我省种植的小辣椒新品

种。3年来，已经选出多个适宜我省大

面积推广应用的新品种，颍山红1号便

是其中之一。

河南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专家、河南农业大学教授李胜利介绍

说，颍山红1号是通过现代化的育种手

段共同选育出的一个三系杂交簇生朝

天椒品种，辣椒烘干不皱皮，果面光滑，

果实大小均匀，籽粒饱满，熟期一致。

何红华说：“相较常规品种，颍山红

1号在产量上表现也更好，根据今年的

产量情况，每亩干辣椒产量在800斤至

1000斤，效益相当可观。”

香 辣 红
临颍小辣椒丰收节上展新颜

□于涛李梦露

果实外形扁圆似蟠桃，个头大如鸡

蛋，蟠枣的独特外形成为“吸睛”的绝

招。

9月 23 日，在 2022 年中国农民丰

收节河南省主会场“名特优新”农产品

“郾城蟠枣”专区前，游人不断驻足，有

人拍照，有人品尝，有人直播，蟠枣俨然

一副“网红产品”的模样。

“我们的蟠枣个体大，单果最大的

能到100克；它的果皮光亮，皮薄肉厚、

核小，含糖量高，闻起来甘香，吃起来酥

脆甜爽。”漯河王母蟠枣展区负责人李

耀民说，“蟠枣是在冬枣的基础上由专

家们经过多年的试验进行的改良培育，

已经成为珍惜果品。”

在展台上，16个蟠枣组成的蟠枣礼

盒套装格外精美，礼盒旁边还摆着围绕

蟠枣开发的蟠枣罐头和蟠枣酒等产品。

“蟠枣零卖已经达到30元一斤，一

个套装是298元一盒，在北上广深供

不应求。”李耀民说，“通过采用公司加

合作社加农户的方式，我们以优果20元

一斤、保底价10元一斤的方式全部回收

农民种的蟠枣，一亩地让农民赚3万多

元。”

作为全国首家专注蟠枣产业发展的

公司，漯河王母蟠枣公司目前已与浙商

强强联合，组建了强大的运营队伍、枣园

管理队伍和产业链研发队伍。“只有我们

做大做强，一直向上向好发展，才能更好

地保证农民的权益。”李耀民说。

除了郾城蟠枣，召陵西瓜、舞阳香

菇、临颍辣椒等漯河农产品都已成为

“名特优新”的代表，摇身一变成为农民

致富、乡村振兴的“发财果”。

漯河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过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

和标准化生产，漯河围绕现代化食品名

城建设，坚持打造完善丰满的绿色食品

产业生态，坚持走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之路，助力乡村振兴。

“名特优新”助力乡村振兴

▼▼99月月2525日日，，光山县罗陈乡张楼村青龙河合作社农民正光山县罗陈乡张楼村青龙河合作社农民正
在驾驶拖拉机平整土地在驾驶拖拉机平整土地，，准备播种油菜准备播种油菜。。秋分时节过后秋分时节过后，，光光
山县中稻等秋作物刚收完山县中稻等秋作物刚收完，，各地农民抓紧农时各地农民抓紧农时，，开始播种油开始播种油
菜菜、、小麦等小麦等。。 谢万柏谢万柏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