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2年全

国乡村特色产业超十亿元镇超亿元

村名单，河南共 21个村镇上榜。其

中，开封市杞县苏木乡（大蒜）等14个

镇入选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十亿元

镇，郑州市中牟县万滩镇孙庄村（蔬

菜）等7个村（社区）入选全国乡村特

色产业超亿元村。

据悉，根据《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认定监测管理办法（试行）》规

定，农业农村部对已认定的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镇运行情况进行定期

监测。监测数据经专家审核，初步确

定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十亿元镇超

亿元村505个。

（本报记者）

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十亿元镇超亿元村

河南21个村镇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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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在防止耕地“非粮化”政策下，我省果树产业现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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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办

产业招商是“头雁”作用发挥的放大器
孙教授谈“头雁”⑤

“头雁”培育能给“新农人”什么
样的教育和帮助？可以做哪些有意
义的创新尝试？如何培养一批有担
当、有情怀、有能力的乡村振兴带头
人，助力乡村产业兴旺？本报特邀郑
州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学敏
与你交流。

交流邮箱：zzusxm@126.com
交流微信：19937405150

漯河市

“数字牛”破解活体抵押贷款难题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刘

畅）11月 7日，记者从漯河市畜牧局

获悉，针对肉牛养殖经营主体融资难

题，该局积极探索创新，依托省农行

系统推出的“智慧畜牧贷”，变“活体

牛”为“数字牛”“资产牛”“资金牛”，

有效破解了养殖场户肉牛活体“确权

难”“抵押难”“贷款难”等问题。

肉牛养殖周期长、投资大，许多

养殖场户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而长

期以来，由于活体资产登记确权难、

风险控制难等问题，造成活体抵押贷

款难。为破解这一难题，漯河市创新

采用“银行信贷+肉牛活体+数码身

份”风险控制的全新金融服务模式，

推出“智慧畜牧贷”。

“我们运用智能耳标与蓝牙网关

等物联网技术，为每头肉牛活体提供

唯一数字身份识别码，实现‘一牛一

码’，可以掌握肉牛活体的生命体征、

定位及生存环境等信息，并通过区块

链技术不可篡改、隐私加密、可溯源

等特点，在监管方、银行机构、养殖场

户之间搭建起多方协同互信的可信

环境。”该局局长时恒才介绍说。

这种模式打消了银行机构对肉

牛“属于谁”“在哪里”“是否存活”的

顾虑，养殖场户的“活体牛”摇身一变

成为“数字牛”，使漯河市迈出了肉牛

活体“抵得了”的关键一步，让活体抵

押贷款变成了现实。

随后，银行机构将活体资产抵押

单通过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担保

登记系统进行登记，把“活体牛”变为

“资产牛”。借助“数字牛”管理平台，

监管方可远程实时线上了解肉牛活

体的生命体征、健康状况、存栏数量

等，预判风险苗头并进行排查，保证

了活体抵押物的风险可控。

目前，漯河市勤康乐肉牛养殖有

限公司、树远顺肉牛养殖有限公司两

家企业，先行先试开展全省首批“智

慧畜牧贷”业务，共抵押肉牛活体550

头，获批信贷资金350万元。

“以勤康乐公司为例，其存栏肉

牛1000头，经过价值评估，每头可抵

押贷款6000元，共可获信600万元，

企业自愿贷款 200万元，银行 3天即

完成放贷，贷款年利率3.75%，突破了

‘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这一贷款难

题。”时恒才表示，将进一步推广“智

慧畜牧贷”，让更多养殖场户实现“资

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让活体抵押

贷款政策真正落地见效。

推广省力化高值化果树栽培管理新模式
——对话高登涛

根据《河南省科技特派员助力脱贫攻坚“十百千”工程实施方案》，从2018年起，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30名科技特派员
和苹果、梨、石榴、葡萄、桃、西瓜6个省级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深入我省36个贫困县（区）提供产业科技咨询、产业科技攻关、示范推
广等农业科技服务，为助力项目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做出了突出贡献。

自即日起，本报与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联办的“三农会客厅”栏目正式开栏，特邀18位优秀科技特派员和4个优秀科技
特派员服务团队走进“三农会客厅”，通过对话访谈专家，呈现他们在林果科技领域的科研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观点等，推动先进
农业科技成果在全省落地，为乡村振兴增智赋能。

“开
栏
的
话

“

高登涛：近年来，果树栽培课题组在

我省三门峡、开封、商丘等果树主产区，进

行了苹果、葡萄省力化、高值化栽培模式的

示范推广，该模式在郑州郊区的葡萄、桃、

草莓等都市高值农业生产实践中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示范园亩产值均在5万元以上。

我们与山东省沂南县政府合作共建

沂南试验站，建设了苹果、桃、猕猴桃、葡

萄绿色标准化示范园等，推广省力化标

准栽培管理技术，辐射带动了区域果树

产业发展。据测算，示范园化肥减施

20%，农药用量减少30%，土壤理化性质

有效改善，果园生态显著优化，果品品质

明显提升，实现了亩均节本15%以上，亩

均效益增加500元以上。

□孙学敏

作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

不仅要把自身项目做好，还要发挥好产

业带头人的作用：在通过自身项目发展

解决就业和销售问题的同时，肩负起把

所在区域乡村产业做大做强的责任，带

动当地产业发展。这就需要“头雁”具

有资源整合、产业规划以及和政府合作

的能力，深入研究当地乡村产业发展的

方向、资源优势和劣势，引入更多的外

部资源投入当地乡村产业振兴中来。

“头雁”在乡村产业振兴领域，有较

长时间的沉淀和积累，对所在区域的产

业发展需求有较多的了解，对促进产业

发展的优质资源也比较熟悉。因此，在

乡村产业振兴的大背景下，当众多资源

寻找乡村发展机遇而又找不到较好切

入点时，“头雁”可以发挥引导者作用，

帮助地方政府寻找和对接更有价值的

外部资源，解决乡村产业振兴中资金短

缺、发展方向不明晰、经营管理人才和

专业技术人才短缺等问题。从近年来

的调研情况来看，不少“头雁”在帮助地

方政府对接外部资源、产业招商方面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种粮大户引来

了农机服务和植保服务，也引来了面

粉、稻米等加工企业，延伸了农业产业

链，提高了区域农业产业链价值；养殖

大户引来了资本合伙人和餐饮服务、肉

制品加工等企业；田园综合体企业引来

了民宿、研学、预制菜等企业。

一个区域要实现乡村产业兴旺，需

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同时需要资

本、人才、技术和产业的深度融合。乡

村产业振兴是乡村产业链及围绕着产

业链相关企业集群的蓬勃发展，和工商

业领域企业集群发展规律一样，乡村产

业发展也需要高效的招商活动，进行产

业招商是最有成效的招商方式。所谓

产业招商，就是在产业链的上下游各环

节，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进行精准招

商，通过延链、补链、强链来做大乡村产

业链，“头雁”在这个过程中有着显著的

优势。因此，在培育“头雁”的过程中，

除培养“头雁”对自身项目的管理能力

外，还要加强对“头雁”的产业链组织能

力、产业招商能力的培养。“头雁”一旦

掌握了产业招商的本领，就能为区域产

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成为真正意义

上的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在这个意

义上，我们说，产业招商是“头雁”作用

发挥的放大器。

党的二十大再次为乡村产业振兴

吹响了号角，“头雁”作为乡村产业振兴

的带头人，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头雁”

只有更快提升自身管理能力和服务区

域产业发展的能力，才能更好发挥乡村

产业带头人作用。可想而知，未来相当

长一个时期，会有更多的优质资源向乡

村产业振兴领域聚集，如何快速疏通资

源要素流动通道，实现各种先进生产要

素和乡村产业快速融合，这个时代命题

也为“头雁”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头雁”应当抓住机遇，迎难而上，用好

乡村产业振兴的大舞台，在更大范围内

寻找可以对接和引进的优质资源，为区

域乡村产业的快速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那么，如何才能做好产业招商工作

呢？一是要放大格局。从“小我”走向

“大我”，从关注自身发展到关注区域发

展，从微观视野调整到区域视野，多关

注和思考地方政府对产业发展的规划，

了解区域发展的产业需求。比如，辣椒

生产加工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靠近原料

产地是很多辣椒加工企业的重要选择，

辣椒加工企业正在寻找靠近原料产地

的发展机会，但却苦于不能落地。“头

雁”如果能够对接到这种资源，通过各

种合作的方式，就可以有效促进项目引

进。

二是要开阔视野。在和外部市场

对接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搜集与区域产

业发展有关的资源，围绕区域产业链搜

集技术、资金、客户等资源，掌握更多先

进生产模式，结交更多产业界朋友，掌

握更多优质资源，做产业招商的有心

人。比如，一些“头雁”为了了解外部先

进的农业产业化，有计划地拿出比较多

的时间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进行

考察，了解外部产业信息，通过招商合

作的形式，引入先进生产、加工技术和

销售方法，有效促进了区域产业发展。

三是要修炼自身。成为产业领域

专家，学会高效介绍项目、叙述规划，用

最短的时间、最有感染力的介绍吸引投

资伙伴的关注。比如，会做项目规划、

企业战略、商业计划书，能够熟练使用

PPT等进行演讲，塑造在农业产业化领

域的专业化形象，提升个人魅力，做区

域产业招商的优秀“使者”。近两年，郑

州大学“头雁”学员的产业招商能力、项

目规划和推介能力都有了较大提升。

在刚刚结束的河南省2022年高素质农

民创业创新大赛中，郑州大学有多位农

业经理人学员和“头雁”学员获得奖项，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学习对“头

雁”的项目发展和产业带动有积极意

义。

四是要贵在坚持。产业招商不可

能一蹴而就。很多好项目要经过多次

沟通才能达成，同时要注意克服细节上

的困难。所以，产业招商一定要持之以

恒，围绕区域产业规划多对接、多交流、

多磨合，一旦成功就会有很好的发展。

因此，融入区域产业发展、服务区

域产业发展，为区域产业发展做贡献，

是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功能发

挥的新境界，也是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

“头雁”成长的大舞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莹张莹

嘉宾嘉宾 高登涛高登涛

主持人主持人

果树是适合集约化
经营的高附加值经济作
物，“一亩园，十亩田”的
俗语形象地说明了其经
济价值。近年来，品种结
构不合理、栽培模式落
后、管理繁难、商品果率
低等问题，制约了果树产
业高质量发展。怎样应
对这些问题，提高产业效
益和发展水平？11月5
日，记者邀请中国农业科
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果
树栽培课题组组长、科技
特派员高登涛博士做客
“三农会客厅”，就推广省
力化、高值化果树栽培管
理新模式进行对话。

高登涛：河南是粮食大省，在端牢中

国人的饭碗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很

多人不知道的是，河南也是水果大省，水果

产量多年来稳居全国前5位，其中苹果、梨、

桃、葡萄等产量均居全国前列，石榴、猕猴

桃、樱桃等特色水果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防

止耕地“非粮化”政策的出台，我省水果

产业“面积略有下降，产量稳定增加”，其

中苹果、梨等大宗水果生产向优势产区

集中，桃、葡萄种植面积增长较快，猕猴

桃、石榴、樱桃发展特色鲜明。如果能够

优化产业布局，做到适地适栽，发挥好鲜

果早熟、产量高的优势，我省果树产业在

全国是具有一定竞争力的。

高登涛：我省果树生产目前主要存

在品种结构不合理、栽培模式落后、管理

繁难，商品果率低、优质果品供应不足、

农药化肥施用过量、劳动力成本急剧攀

升等问题，制约了果树产业高质量发

展。果树种植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劳动力不足将成为

常态，因此必须实现果园省力化管理；防

止耕地“非粮化”政策出台后，果树面积

很难增加，只有提高现有果园的产值；休

闲经济异军突起，为果园通过休闲观光

提高产业附加值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为

此，需要研究推广果树省力化、高值化栽

培管理新模式，以应对这些生产问题，提

高产业效益和发展水平。

高登涛，博士，副研究员，硕

士生导师。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

果树研究所果树栽培课题组组

长，沂南试验站站长。主要从事

果树栽培生理研究及高效管理技

术开发。参加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行业专项等科研项目多项。

发表文章 58 篇，授权发明专利

2 项，主编科普著作 3 部，获河

南省科技成果 4项。获评“河南

省优秀科技特派员”。近年来，在

山东、甘肃、新疆以及河南三门

峡、商丘等地建设示范基地多个，

为促进当地果树产业发展做出了

积极贡献。

高登涛：这种模式主要是通过集成

应用多项管理措施，使果树管理省工省

力，生产出的果实品质好、商品果率高，

果园综合效益高。

其技术要点主要有：果园规划要融

入休闲观光理念，选用市场价格较高的

新优品种，如蟠桃、阳光玫瑰葡萄、华硕

苹果、软枣猕猴桃等；按照适宜机械化作

业的模式种植，采用省力化的栽培管理

新技术，如高光效树形、花果化学调控、

果园生草、水肥一体化管理等；运用果树

认养、订单销售、高端直采、电商专供等

新兴销售模式，开发果品工艺品、伴手礼

等，实现农文旅融合，提高果园综合产

值。

高登涛：省力化高值化果树管理新模

式，主要针对管理费工费力但是效益较高

的鲜果品种，不同树种、不同种植方式各

有侧重。如苹果、梨等较耐贮运的大宗水

果，要注意采用宽行密植的省力化栽培模

式，减少用工，尽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

商品果率，降低单位产量成本，从而提高

经济效益。对于葡萄、猕猴桃、蟠桃等单

价相对较高的果树，推荐设施种植，以生

产高品质水果为主，适当控制产量，采用

订单销售、高端直采、电商专供等新兴销

售模式，结合观光采摘，提高果品附加值。

高登涛：建议有志于发展果树生产的

果农朋友，一定要多了解果树知识，多到周

边市场、果园看看，以免盲目跟风选择树种

品种，种的时候价格高，等自己的果树结

果了，价格掉下来了。一旦买到假冒伪劣

的苗木，更是浪费多年心血。最好到郑州

果树研究所等专业科研机构咨询，以确定

合适的树种品种，买到放心苗木，得到技

术支持，采用适宜的种植模式，少走弯路。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宋
会杰）昨日，记者从洛阳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获悉，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公

示了2022年度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

人支持项目入选人员名单，我省共有

18人上榜，洛阳市的郭爱和、李益民

名列其中。

郭爱和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洛

阳三彩（国际）陶艺村——爱和小镇

的创始人。2015年，郭爱和在洛宁县

罗岭乡投资建设洛阳三彩（国际）陶

艺村，多年来通过“艺术+扶贫”“旅

游+扶贫”“就业+扶贫”等方式助力乡

村振兴。

李益民是栾川王府沟竹海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他投资开发

建设王府竹海景区，吸纳当地村民参

与景区建设和运营，带动当地及周边

村民开设农家宾馆近百家。在景区

的带动下，栾川县狮子庙镇王府沟村

获评全省首批乡村旅游特色村。

据了解，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

支持项目旨在加强乡村文化和旅游

人才队伍建设，激发广大乡村文化和

旅游工作者的创新创造活力，为乡村

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入选人员名单出炉

洛阳郭爱和、李益民上榜

本报讯 （记者李萌萌 通讯员李
鲲鹏 张如涛 韩骕鹏）“新时代的伟大

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

来、奋斗出来的！”11月 2日，党的二

十大代表，鹤壁市鹤山区姬家山乡张

家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康天

平应邀到鹤壁市农信社开展党的二

十大精神主题党课宣讲活动。

为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农信系

统落地生根，鹤壁市农信办党组班子

及鹤壁农商银行、浚县农商银行、淇

县农信联社各基层党支部书记等党

员干部，以现场和视频的形式参加了

此次主题党课。

学习中，康天平向大家讲解了党

的二十大的新思想、新部署、新要求，

分享了他参加党的二十大的所见所

闻、学习心得和思想感悟，提出要干

字为先、实字为头、效字为要。

“鹤壁市农信社将进一步加大信

贷投放、提高金融服务质效，确保党

的二十大精神在鹤壁市农信系统落

地、生根、见实效。”鹤壁市农信办党

组副书记方旭辉表示。

鹤壁市农信社

邀请党的二十大代表讲党课

近日，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发

布关于推介奶业休闲观光牧场的通

知，确定推介河南盛亚奶牛科普研学

基地等13家牧场为第四批全国奶业

休闲观光牧场，同时对前三批复审通

过的26家奶业休闲观光牧场一并公

布。

截至目前，我省共有 5家牧场入

围国家级奶业休闲观光牧场，分别是

郑州昌明奶牛科普乐园、洛阳生生乳

业农牧庄园、南阳三色鸽农牧观光

园、河南盛全农牧观光牧场（南阳邓

州）、河南盛亚奶牛科普研学基地（新

乡），入围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发展奶业休闲观光牧场是农业

农村部推进奶业振兴的重要举措之

一，也是近年来奶业发展的新兴业

态。 （本报记者）

国家级奶业休闲观光牧场

我省再添一家

河南上榜村镇名单

开封市杞县苏木乡（大蒜）

洛阳市新安县五头镇（樱桃）

鹤壁市浚县善堂镇（花生）

焦作市博爱县孝敬镇（蔬菜）

漯河市临颍县王岗镇（小辣椒）

南阳市南召县云阳镇（花卉苗木）

南阳市西峡县双龙镇（香菇）

南阳市西峡县太平镇（山茱萸）

商丘市夏邑县北岭镇（西瓜）

商丘市夏邑县车站镇（双孢菇）

信阳市浉河区浉河港镇（茶叶）

信阳市浉河区董家河镇（信阳毛尖）

信阳市潢川县卜塔集镇（金桂）

周口市郸城县汲冢镇（红薯制品）

郑州市中牟县万滩镇孙庄村（蔬菜）

开封市杞县葛岗镇孟寨村（大蒜）

洛阳市孟津区朝阳镇南石山村（唐三彩）

洛阳市孟津区平乐镇平乐社区（牡丹画）

洛阳市栾川县白土镇马超营村（无核

柿子）

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汝瓷）

平顶山市叶县龙泉乡草厂街村（食用菌）

主持人：我省果树产业存在怎样的问题？怎样应对？

主持人：省力化、高值化栽培管理新模式有何技术要点？

主持人：哪些果树品种适宜推广该管理新模式？

主持人：这种栽培管理新模式有何实践借鉴经验？

主持人：果树种植有技术门槛，种好并不容易，请给果农一些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