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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丙宇刘亚鑫
通讯员 王同满赵含香

赋能乡村振兴，产业支撑是关

键。但如何找到产业提档升级的方

向，借梯登高，乘势而上。

获嘉县这样作答：做强县域农

业产业带，端出香菇“特色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乡村

产业，不像过去就是种几亩地、养几

头猪，有条件的要通过全产业链拓

展产业增值增效空间，创造更多就

业增收机会。

“从无到有”的香菇产业，让获

嘉县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集

体增富、农村增美的多维蜕变，将更

多的增值收益留在了县域。

“获嘉香菇产业涵盖全县5个乡

镇，年产值 2.8亿元，年产鲜品近万

吨。”获嘉县委书记赵明俊说，该县鲜

香菇及深加工产品产销两旺，出口至

日本、韩国等，直接或间接从业人员

近万人，园区农民可支配收入达2.2

万元，高于全县农民平均收入18%。

秋风起，丰收至。获嘉香菇基地

内，外观肥厚饱满，口感鲜嫩爽脆的

香菇陆续采摘出棚，装箱装车。走进

获嘉乡村，看到的是一条探索不停、

活力十足的香菇产业自强之路。

优布局优布局
“主菜”烹出特色

获嘉县域农业这盘“菜”要做出

特色，关键要选好“主料”。香菇产

业便是这主料，也是全县现代农业

的灵魂。

最初，关于香菇，获嘉县只有一

名返乡创业大学生经营的 20座大

棚。几乎是“从零开始”，获嘉县发

展 香 菇 产 业 的 决 心 和 信 心 何

来？ 这源于2018年，小香菇成功

“养活”了200多名脱贫群众。

当年，为助力脱贫攻坚，获嘉县

委、县政府就组织乡镇干部、企业，

赴濮阳市清丰县、河北省阜平县、山

东省淄博市、江苏省连云港市等地

调研香菇产业，决心在获嘉试种。

推广和尝试新事物需要魄力和

勇气。获嘉县致富能人张思锋也在

考察队伍里，惦记家乡发展的他与敢

想敢干的获嘉县党员干部一拍即合。

铁下心的张思锋，将手里的生意

交给家人，接下了那 20 座香菇大

棚。“当时与县里干部辗转各地请教

种植技术。”张思锋坦言，重闯一片天

地不容易，但看到获嘉县委、县政府

为了群众脱贫迎难而上的拼劲，自己

也就没了顾虑。

努力就有结果。在上海市农科

院专家的指导帮助下，张思锋在中和

镇注册成立了新乡市润辉生物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润辉生物公司），

高标准建设了4000平方米的菌棒自

动化生产车间。

加上县里的支持，张思锋仅用

了 6个月时间，就让年产 1000万棒

的香菇菌棒生产线投产使用，打破

了同行业建设周期需要一年半时间

的纪录。

获嘉县的香菇产业迅速起步、

势头喜人。

用工上，除了特殊岗位外，润辉

生物公司按照“贫困户优先、生活困

难家庭人员优先、残疾人优先、技能

单一者优先”等“五优先”原则，帮助

200余名群众有了稳定收入。

香菇造福群众的成功案例，给

了获嘉县大步向前的底气，确立了

以发展香菇为主导的产业方向。

“主料”选定，如何烹出“色、香、

味”？获嘉县研究“菜式做法”，画好

了“一张图”——《获嘉县香菇现代农

业产业园发展规划》，优化香菇产业

发展布局。

简单来说，就是构建获嘉香菇

□本报记者 李丽焦莫寒

花生是我国重要的油料和经济作

物，是人民生活重要的优质植物油脂和

蛋白质来源，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占有重要地位。

以前，西华县花生种植面积常年保

持在 15万亩左右。自 2020年河南省

农业科学院与西华县院县共建项目实

施以来，科技引领让西华花生焕发勃勃

生机，种植面积发展到20万亩，成为重

点打造的特色产业之一。

围绕如何突出地方特色和区位优

势，改变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等突出问

题，西华县正一步步打造“优质花生”工

程，擦亮“西华田园”品牌。

科学推行“三变一不变”

方向引领未来，只有方向选对了，

花生产业发展才能大展宏图。

以前西华花生在生产上存在一些

问题，自院县共建项目实施以来，省农

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花生团队大力推

行“三变一不变”措施，即种植向规模

化、管理向机械化、生产向标准化转

变，传统轮作种植模式不变，使花生生

产提质增效显著，深受种植户认可。

通过农机农艺、栽培、植保、土肥

等综合措施的集成应用，打造一批高

产、优质、高效、绿色的花生生产基地，

促进西华花生布局的区域化、规模化

和标准化，促进“西华田园”绿色花生

品牌的形成，与豫研公司结合，打造西

华花生良种繁育基地。

科技力量渗透种植全过程

省农科院加强科技引领，帮助当

地种植户提高科技意识，由求高产向

求高质转变。

省农科院通过技术培训和田间科

技服务，为花生种植户传经送宝，提升

种植管理水平。同时，积极引进张新友

院士团队的花生新品种：高油酸花生新

品种“豫花65”，适宜于麦套及夏播抢早

播种的高油大果花生“豫花9326”，丰产

潜力大的中果花生“豫花22”等。

推广耕作新模式，改麦垄套种和贴

茬播种为起垄种植，大力推广“1122”

花生病虫害全程一体化绿色防控技术，

同时实施全程机械化操作，极大地提高

了劳动效率。

依托种植大户和新型经营主体，实

现了生产经营的规模化，推动了作物布

局的区域化；加强新模式、新技术的推

广，实现了种植管理的机械化和标准化；

绿色生产技术的应用，有效减少了化肥

农药的施用，使土壤环境得以改善。

品牌化让花生产业未来可期

省农科院植保所花生病害研究室

主任王振宇说：“院县共建项目在西华

的实施，提质增产增效，有力助推了乡

村振兴。”

如今的西华花生，屡屡进入大众视

野。

由于新技术的应用，生产规模化、

管理标准化和轮作模式的发展，给优质

新品种尤其是高油酸品种的良种繁育

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通过考察，西华院

县共建示范基地生产出来的花生，外观

品相及饱满度好，烂果霉果率低，无混

杂，适合做种子使用。

通过新型经营主体的示范和现场

观摩交流会等形式，引领花生种植向集

约化、规模化发展，管理上向标准化迈

进，规避产后风险，提高产品质量，促进

产品的品牌化发展，同时积极打造优质

高油酸花生品牌，让西华花生的品牌叫

得更响。

不止于此，省农科院专家团队积极

谋划，发展炒货加工、旅游经济，重点打

造红花镇龙池头村为旅游示范村镇。如

今龙池头村的名头更是响当当，成为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文明村镇、全省

乡村旅游特色村、全省绿色村庄等。

三变一不变 科技支撑让花生焕发新生机

9月25日，在国能正阳生物发电有
限公司门前，装满水稻秸秆的车辆排起长
队。该公司年发电“吃掉”秸秆数万吨，有
效增加了农民收益。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

员 高万宝 摄

▲

▲9月26日，汝州市小屯镇杨集村村
民在用茎穗兼收收获机收获玉米，并将粉碎
的秸秆倒入卡车中。茎穗兼收收获机既能
收玉米棒穗，又能同时收集秸秆，受到农民
追捧。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崔高阳 摄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9月27日，

在省委宣传部举办的“河南这十年”主

题系列许昌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许昌

市委书记史根治对党的十八大以来许

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情况进行了

重点解读。

十年来，许昌坚持以新发展理念

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全省第13位的土

地面积、全省第 12位的常住人口，创

造了全省第 4位的经济总量，全省前

三的人均GDP，成为全省民营经济最

发达、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许昌所辖的6个县（市、区）经济

总量均进入全省前50名，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达54.58%，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较低，发展相对比较均衡。”史根治说，

2019年，许昌全域获批“国家城乡融

合发展试验区”，被确定为全省共同富

裕试点，是河南省唯一入选的地级市、

全国仅有的2个全域“试验区”之一。

在这样的基础和条件下，许昌提

出建设城乡融合共同富裕先行试验区

并被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将围

绕共同富裕进行探索实践，为全省蹚

出路子，为中西部地区闯出经验。”史

根治说。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9月27日，

省委宣传部举办“河南这十年”主题系

列三门峡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党

的十八大以来三门峡市以建设国家创

新型城市为引领，全面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从资源型城市

向创新型城市蝶变的生动实践。

三门峡市委书记刘南昌说，这十

年，三门峡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5%，人均生产总值由4.31万元增加

到 7.77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27

万元增加到2.69万元，城镇化率提高

11.1 个百分点、达到 58.03%，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这十年，三门峡转型创新发展成

效显著。坚持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科

技和金融为两翼、新材料和装备制造

为主攻方向，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与93家央企、“链主”企业合作项

目129个、总投资2100多亿元。国投

金城冶金项目产值达 121亿元，黄金

及伴生金属综合利用技术亚洲领先。

现代黄金、新材料、煤及煤化工3个千

亿级产业集群加快形成，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等8个 500亿级产业集群初具

规模。

本报讯（记者张莹）9月26日，河

南省慈善联合总会举行2021年度“全

国慈善会系统榜样”河南先进典型宣

传活动。

在今年的宣传活动中，让河南省

沈丘县李寨村从国家级贫困村蝶变为

“全国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的河南亿

星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河南仰

韶酒业有限公司、河南省天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3家爱心企业；1位爱

心企业家：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裁、总裁、董事长杨拴成；义务救助贫

困残疾患者4000多人，义务救治脑瘫

患儿 3000多名的汝州市金庚康复医

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宋兆普以及上汽

集团帆一尚行（郑州）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李奕萱、河南省濮阳市长青陵

园有限公司董事长吕登森3位慈善人

物；刘涛和李津波两位慈善工作者以

及 3个慈善品牌项目荣获“全国慈善

会系统榜样”荣誉称号。

“全国慈善会系统榜样”宣传活动

是中华慈善总会每年在全国慈善会系

统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今年已经是

第七届，活动将慈善行业的典型人物、

优秀企业与品牌项目的感人事迹展示

给社会，极大增进了社会各界对慈善

事业的关注与了解，为树立慈善行业

形象、增进公众慈善意识、营造社会慈

善氛围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省3家企业6名个人3个项目
荣获“全国慈善会系统榜样”

本报讯（记者王旭）9月25日，恰

逢第14个世界药师日，河南省药学会

女科技工作者专门委员会在郑州成立。

会议选举产生了河南省药学会女

科技工作者专门委员会组织机构，选

出委员 53名，选举省药学会副书记、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办公室主任李

军为主任委员，省人民医院药学部副

主任方凤琴为常务副主任委员，聘任

省药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史艳玲为

名誉主任委员。

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继芬

说，该专委会的成立是省科协重视科

技“她”力量，推进科技创新巾帼行动

的关键一步，也是强化女科技组织建

设，推进女科技组织成为团结凝聚女

科技工作者有力载体，成为支持女科

技人才成长进步的重要平台的有力措

施。

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宇辉

表示，省妇联及我省各级妇联组织将

不断强化引领、联系与服务的职责，使

妇联真正成为团结凝聚广大女科技工

作者的坚强阵地和温暖之家。希望女

科技工作者专委会团结凝聚广大女科

技工作者服务大局、服务基层、服务社

会，自觉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

争做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我省首个女科技工作者专委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支发
强徐祎生）“现在有了冷库，山楂储存

期大大延长了。”9月 26日，辉县市三

官庙山楂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新

生说，在新乡市的项目支持下，合作社

建成了 606立方米的气调保鲜库，满

足了生产需要，年收入翻了10倍。

据了解，为降低鲜活农产品产后

损失率，提高农产品质量，农业农村部

启动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

目，新乡市强力推进项目建设，通过践

行“马上办理、马路办公”工作机制，创

新方法方式，取得了积极成效。卫辉

市、辉县市、新乡县、获嘉县、原阳县、

延津县、封丘县、平原示范区获得该项

目的支持，其中辉县市、延津县、新乡

县、平原示范区获得了整县推进试点，

占全省 11个省级整县推进试点县的

三分之一。

截至目前，新乡市共争取农产品

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任务 155个，

项目资金 3763 万元，完成建设项目

51个，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当地

经济发展。

新乡农产品有了专属“冰箱”

许昌加快城乡融合促进共同富裕

三门峡从资源城向创新城蝶变

“河南这十年”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

秸秆秸秆 收益增收益增离田离田

标题新闻

习近平在参观“奋进新时代”
主题成就展时强调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据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产业的“一核两园多基地”。即香

菇现代农业产业园要建成以润辉

生物公司为核心的香菇菌棒研发

中心 1个，香菇高效种植园 2个，

香菇基地 6 个，高标出菌棚 750

座，养菌温室100个，同时成立香

菇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工作领导

小组，指导和监督产业园的统一

运营管理，并实行由财政资金引

导下的多元投融资模式，助力产

业园集科技合作、试验、示范、加

工销售、培训于一体发展。

目前，产业园已完成投资2亿

多元，占地约 2000 亩，涵盖中和

镇、城关镇、亢村镇、太山镇、大新

庄乡等乡镇。

烹出佳肴不仅靠“主料”，还

得加以丰富“辅料”，多产融合才

能相得益彰。

在获嘉县香菇现代农业产业

园的带动下，以蔬菜种植、花卉苗

木和食品加工、冷链仓储为核心的

“乡村产业融合示范园”“食品加工

产业园”已见雏形。

延链条延链条
多主体“掌勺”佳肴

如今，一批实力强的农业龙头

企业，一群敢创新、会经营的新农

人，正成为获嘉县域农业香菇“特

色菜”的掌勺人。

在获嘉县香菇现代农业产业

园，河南御府菇业有限公司（下称

御府菇业）是“一核两园多基地”

中“两园”的龙头企业，更是当地

菇农心中的“定海针”，拥有216座

四季恒温大棚。

9月 15 日上午，御府菇业银

白色的香菇大棚里，侯艳芹正在

采摘香菇。大棚里阴凉，但侯艳

芹微微冒汗。“这个棚出菇多，今

天任务重，得抓紧采。”

“一个月能挣两三千块钱吧，

还包吃住。”侯艳芹笑着说。今年

52岁的侯艳芹曾是贫困户，是个

有着一儿一女的单亲妈妈，从

2018年开始，她就因为香菇采摘

有了稳定收入，逐步摆脱贫困。

侯艳芹不是个例。依托香菇

产业，获嘉县探索推进了“龙头企

业+集体+合作社+农户”的发展

模式，引导企业与村集体签订合

作协议，由村集体投资建设香菇

大棚，托管给香菇企业，村集体每

年享受分红。

同时，企业采取香菇基地务

工、认领托管、村内务工、兜底管理

等模式，共带动获嘉县39个村集

体年增收3万元，帮助周边500余

户有责任心、有意愿从事香菇种植

的种植大户、一般农户创业就业，

每年增收 2万元以上；帮扶 3600

户脱贫户年均增收3000元。

与群众的利益联结紧密了，

乡村产业不断提质增效才能将其

长效维持，这需要政府引导，更要

有多元合作伙伴。

获嘉持续拉长香菇产业链条，

培育了“6大产业”基地和“10个”

龙头企业：以御府菇业为龙头的果

蔬产业，以莱恩月季为龙头的花

木产业，以中荷乳业为龙头的食

品加工产业，以同盟古镇袁家村

为龙头的文旅产业，以六和包装

为龙头的软包装产业，以郑北冷

链物流园为龙头的冷链产业。

在位于获嘉县城关镇的河南

连福记食品有限公司，自动化的

包子生产线已经投入试生产，美

味的包子一天就可做出近10吨，

都依托郑北冷链运往全国各地。

而“连福记”包子的食材均选自本

地，面粉主要采用获嘉优质面粉，

年香菇用量在50吨以上。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