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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王昆
明邢晶）11月5日，平舆县东皇街道

小陈社区的百亩鲜姜喜获丰收。鲜

姜收割机轰隆隆穿过姜田，起姜、拔

出、除土、去秸、装车……空气中阵阵

姜香扑鼻而来，五六十名采姜工人

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幸福，田间地头一

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我们今年种的这个鲜姜品种叫

‘小胖孩’，每亩地产量8000~12000

斤，今年行情好，每斤能卖3元左右，

除去种植和人工成本8000元外，每

亩净赚两万多元。”小陈社区种姜大

户余付力兴奋地说，“我今年种 100

亩，明年打算翻倍，种个200亩！”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曹要
强 李耀稳 周金高）11月 7日，上蔡

县邵店镇刘岳村黄姜种植基地内村

民们正忙着将地里的黄姜进行收

割、分装。

近年来，邵店镇依托黄姜种植

传统优势，大力发展特色黄姜种植，

打造“黄姜之乡”，2022年申报成为

河南省首批省级“一村一品”示范

村。一亩黄姜奔小康，成为老百姓

都信的理儿。

“小黄姜是土坷垃里的‘金宝

贝’，是村民们致富奔小康的好产

业，是村里主要经济支柱产业之一，

黄姜产业发展壮大，助推了刘岳村

全面乡村振兴。”刘岳村党支部书记

王欢介绍，今年全村种了 400多亩

黄姜，占全村耕地面积的19%。有

了省里技术专家的支持，亩产姜块

2500~3000公斤。

针对小种植户，该村邀请省植

物保护植物检疫站、河南农业职业

学院的专家为农户进行专业技术培

训，并现场给予技术指导，优化种植

结构，提升种植效益。作为引领示

范，该村还引进华晟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在刘岳村种植小黄姜110亩。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郭
文华）11月 6日，在宝丰县商酒务镇

柳林村南200亩生姜种植基地里，拖

拉机在轰鸣中犁耕，40余名群众正

忙着捡拾、掰叶去土、分拣、装箱，一

片繁忙景象。

“今年生姜个头饱满，产量喜

人。”益康农业生姜种植基地负责人

李伟旗说。

2019年，李伟旗从山东生姜研究

院引进全新产品“生姜 1号”开始试

种，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2020年，

他投资100多万元修建了储藏地窖，

有效提高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与

此同时，他还花17万元引进以色列水

肥一体化滴灌系统，该系统可以精准

浇水施肥，提高了生姜的质量和产量。

“今年夏季气温高，造成生姜产

量有所下降，尽管如此，每亩仍收获

生姜8000斤左右。来年我一定要抢

抓时机，科学管理，争取每亩达到1.2

万斤。”说话时，收姜客商的电话打来

催促李伟旗赶紧收姜装车，要连夜发

往山东等地。

“我种的生姜味辣、鲜脆、皮薄、

肉嫩，每年这时候外地客商都抢着来

收购，根本不愁销路。明年我打算再

种300亩。”说起自己的种姜经，李伟

旗一脸的自信和自豪。

近年来，商酒务镇加大生姜产业

扶持力度，依托益康农业生姜种植基

地，示范带动 25个行政村的群众发

展生姜种植，提高种植技术水平，推

进生姜产业化发展，使生姜种植面积

近 2000亩，益康农业生姜种植基地

还研发推出了姜丝、姜茶、姜糕、姜糖

等深加工产品，拉长了生姜产业链

条，形成了蓬勃发展的生姜产业和当

地农户增收的特色产业。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

讯员王岚莹王俊鹏）11月 8

日，记者走进叶县廉村镇闫

庄村菊花种植基地看到，200

余亩菊花竞相绽放，在阳光的

照耀下愈显娇艳。300 余名

工人将一朵朵完全盛放的菊

花采摘入篮，之后将这些菊花

送到该村村集体厂房进行分

拣、烘干，制成成品后进入市场

销售。

“我家的土地流转给了村

集体，我近期每天都在菊花种植

基地采摘菊花，一天能挣七八十

元。”闫庄村村民闫建省说。

闫庄村共有327户 1145人，

耕地面积1458亩，人均耕地1.19

亩。以往的闫庄村没有支柱产

业，村民主要从事传统农作物种

植，结构单一、收入微薄，村集体

经济较为薄弱。

为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带

动农民增收，该村“三委”立足资

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积

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多次到安

徽省黄山市考察学习，最终决定

流转 200 余亩土地种植观赏性

强、经济价值高的金丝皇菊和贡

菊，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以产业发展增强村集体经

济的“造血”功能，带动村民增收，

走出了一条强村富民的新路子。

据了解，金丝皇菊和贡菊都

具有清热解毒、明目等功效，每年

11月是采摘期，本月底可采摘完

毕。目前，闫庄村种植的金丝皇

菊和贡菊主要采取订单式种植，

产品主要销往北京、上海等地。根

据菊花品质不同定价，烘干后的菊

花价格每公斤可卖到 120~180

元，预计今年每亩地可收800公斤

鲜花，烘干后综合收益可达50万

元，菊花种植已成为闫庄村农户增

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11 月 4 日，尉氏
县十八里镇畅优种植
合作社的员工在通过
电商平台销售菊花
茶。近两年来，尉氏
县大力发展菊花等特
色产业种植，较好地
拓宽了农民增收渠
道。 李新义 摄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通讯员沈
继莹姜丹丹）“没想到第一年种水

果萝卜，就有这么好的产量和质量，

由于萝卜都是现拔现卖，脆嫩、多

汁、口感好，一斤能卖1元，每亩产

量能达七八千斤，今年又将是个丰

收年！”11月10日，伊川县酒后镇路

氏精农种植基地负责人高兴地说。

眼下正值水果萝卜收获时节，

位于酒后镇路庙村的路氏精农种

植基地迎来了火热的丰收季，连片

的水果萝卜长势喜人！为有效利

用土地空间，该基地积极推进间

作套种计划，在葡萄垄沟间隙里

做文章，推广种植草莓、西瓜、水

果萝卜等高效精品农业，实现了

“一年多收”的模式，每亩收益又

增加了1万~4万元，最高亩收益

可达 10万元，经济效益可观。

同时，村民通过土地流转的地

租收入，加上在基地的务工费，

实现了在家门口稳定增收。

本报讯（通讯员马泽一 陈卓
王连喜 记者尹小剑）“俺家已经种

了 40多年萝卜了！现在家里的萝

卜只要能长出来，根本不愁卖。一

亩地差不多收入 5000元。”11月 9

日，记者来到固始县徐集镇王脑村，

该村村民张士兰激动地说道。

眼下正是萝卜的采收时节，固

始县上万亩萝卜喜迎丰收，萝卜种

植已成为该县徐集镇等十多个乡

镇、数万农户增收致富的支柱产

业。近年来，固始县坚持走“公司+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路子，实现

了萝卜的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

产、产业化开发、一体化经营，先

后注册了“嫩头青”“王脑”萝卜商

标，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伟
王迪）“近年来，驿城区围绕‘文旅文创

融合’目标，大力推进‘文旅强区’建

设，深入实施‘文旅+’战略，推进多要

素集聚、多产业叠加，引领转型升级，

打造文旅新业态。”11月10日，驻马店

市驿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区长

薛涵在当天举办的驻马店市大力实施

文旅文创融合战略新闻发布会上说。

“文旅+康养”。该区结合驻马店

打造“中国药谷”的有利时机，挖掘丰

富的乡村旅游和中药种植资源，加快

康养旅游新业态培育和品牌创建工

作，以康养旅游产业为主导，打造完整

的康养旅游观光体验链条和近郊农旅

融合康养休闲胜地，以创意农业、乡村

休闲、康养度假带动乡村振兴。

“文旅+夜游”。通过举办夜间文

化精品演出、打造精品项目、推出精品

线路、提供便捷服务、大力推介夜间文

旅消费品牌等活动，提高驿城区夜间

文旅消费品牌的知名度。重点打造的

皇家驿站注重文化元素的运用，引入

更多休闲娱乐、文创等品牌店，促进商

旅文体联动发展，通过开展美食节、文

化演出等夜间文化生活，打造具有天

中特色的旅游夜归地。

“文旅+非遗”。驿城区将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文旅产业发

展相结合，在不断探索与实践中丰富

旅游产品内容，拓展非遗传播面。截

至目前，该区共申报列入省、市、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30余项。通

过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类“非遗进

景区”活动，让固态的旅游资源与活

态的文化相得益彰。

驻马店市驿城区

实施“文旅+”打造新业态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青
俊 潘剑鸣 郜敏）11月 10日，太康县

马头镇贾庄村村头的40个果蔬大棚

内，100多名群众在村党支部书记李

红伟的带领下，正在大棚内栽种西

芹。刨坑、浇水、封土，现场热火朝

天，一片繁忙景象。

“目前，我们村 40个大棚的这一

轮作物已经收完了，现在棚里全部种

上了西芹，通过轮作，不仅提高了土地

的利用率，还能全年带动群众务工增

收。”李红伟的话引来一片叫好声。

同样的景象也在马头镇郭寨村

上演。据了解，郭寨村目前有平菇、

西芹、草莓等高效经济果蔬大棚 30

座，采取“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成立种植合作社，村民可以用土

地入股分红，也可以到合作社务工，

让村民实现流转土地有租金，到大棚

务工有薪金。

发展果蔬大棚种植，增加群众经

济收入，贾庄村、郭寨村是马头镇的

缩影。近年来，马头镇依托资源优

势，坚持党建引领，实施乡村振兴，不

断在“大棚种植”上做文章，大力发展

“棚膜经济”，使大棚特色种植成为农

民增收致富的一把“金钥匙”。

同时，马头镇还从产业扶持、技

术服务等多方面入手，不断提升“大

棚种植”提档升级和规模化、产业化

发展水平，让“大棚种植”成为群众增

收致富的新引擎。

太康县马头镇

“大棚经济”铺起群众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张
瑞敏 胡玲玲 闫军峰）“天气转凉，饲

料供应有保证，养殖户心里才踏实。”

11月 9日一大早，长葛市坡胡镇新庄

坡村党支部书记朱宝祥就匆匆赶到

养殖户张红敏的家中，了解饲料供应

情况。

养殖场饲料充足，一切正常，没

有问题，朱宝祥又来到村北边村民王

凤针的种植园里，查看葡萄长势情

况。进入11月，天气变冷，可王凤针

的种植园里依然挂着葡萄，地上的散

养鸡正在觅食。

“我种葡萄 7年了，也学会了管

理，种植和养殖相结合，收益不错，葡

萄口感也好，很受市场欢迎，多亏了

村党支部书记给指引了一条致富

路。”王凤针说。

近年来，新庄坡村在村党支部的

带领下，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使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逐年增强。目前，新庄坡村有养殖场

3家、以机械铸造为主的企业 17家，

发展势头好。

特别是今年以来，村里新修水泥

路7条，加宽主大街柏油路560米，硬

化排前路 1200 米，新建健身场所两

个，修排水沟 1400 米，植树 2000 多

棵，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同时，新

庄坡村还成立了艺术团，欢庆的盘

古、翻舞的红绸、轻快的舞步，歌颂着

生活的好光景。

长葛市新庄坡村

产业振兴忙 发展劲头足

本报讯 近日，开封市祥符区袁坊

乡徐庄村再现丰收季，在徐庄村瑞丰

祥家庭农场蜜薯种植基地，数十名村

民正在拣拾刚刚翻出的蜜薯，一派丰

收繁忙的景象。

瑞丰祥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国付激

动地说：“我们村利用120亩抛荒地种

植优质蜜薯，与传统蜜薯不同，我们种

的蜜薯颜色更深、个头更大，在产量上

大大超过从前，增加了村集体收益。

与大型农产品商户签订蜜薯产销对接

合同，让蜜薯提前找到了‘婆家’。通

过统一销售，可为村集体经济增加收

入近10万元。同时，大范围的蜜薯种

植不仅使种植户的腰包鼓了起来，也

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就近工作的机会，

每人月均可增收2000余元。”

据了解，为更好地发展蜜薯种植

产业，瑞丰祥家庭农场还为蜜薯注册

了“莲正公薯”商标。推动蜜薯种植

向品牌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积

极探索引进蜜薯深加工项目，延长产

业链条，丰富蜜薯产业发展内容，依

托蜜薯发展旅游、餐饮以及食品加工

等项目，使小蜜薯成为撬动乡村振兴

的新杠杆。 （王恪峰肖娜）

开封市祥符区徐庄村

蜜薯“种”出甜蜜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张雪霞 宋要
卫 记者冯刘克）11月 9日，登封市

颍阳镇范寨村服装加工厂车间内，

四五十名工人正在忙着生产。“这

些工人都是范寨村和周边村庄的

村民。工厂实行的是计件制，所以

大家只要有空闲时间，就来干一会

儿。”范寨村党支部书记范建超说，

在家门口干活，既不耽误田间劳

动，也能照顾家里，还能增加一部

分收入。

范 寨 村 曾 是 省 级 贫 困 村 。

2014年，郑州市委办公厅派驻范寨

村帮扶以来，累计投入资金1500余

万元，引进产业项目8个、培育支柱

产业两个，帮助销售农副产品120

余万元。村集体经济由2018年的

零收入增加到 2021 年的 20 余万

元。范寨村也由过去的贫困村发展

成现在的“产业发展红旗村”“郑州

市文明村”。

“这几年，我们在范寨村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上投入资金

500多万元，切切实实让老百姓享

受到乡村振兴带来的红利。”郑州市

委办公厅驻范寨村第一书记周传武

介绍说，近几年，范寨村286户居民

接通了自来水，整修硬化了6公里

生产路，安装了100多盏太阳能路

灯，新建村文化广场、公园游园累计

1600平方米，实施了美化亮化、公

共服务建设维护试点等提升项目，

建起了“范寨儿童之家”，村民生产

生活条件不断提升。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我们

正是抓住产业发展这个‘牛鼻子’，

建立了服装厂、杂粮加工厂，发展

种植养殖等产业项目，让村子脱了

贫，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大步奔跑。”

周传武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新
强叶全花党鲁淇）11月 8日，在鲁山县

熊背乡宝山村，几名村民正手工辅助机械

对板栗进行去皮作业。

“常言说，栗子好吃皮难剥。栗子不

但有一层厚厚的外壳，里面还有一层贴紧

果肉的内皮，想要吃上香甜的果肉并不容

易。所以我们合作社采购了两台栗子剥

皮机器，试着把栗子去皮后卖，结果很受

市场欢迎。”当天正在指导工人作业的宝

山村党支部书记梁学义说。

板栗素有“千果之王”的美誉，有健脾

补肾的功效。

宝山村地处浅山丘陵区，总面积

12.98平方公里，其中林地面积1.7万亩。

该村日照充足、降水适宜，独特的地形气

候孕育了独具特色的优质黑油栗，宝山村

也被誉为“板栗之乡”，目前该村板栗种植

面积达4000余亩，年产量100余万斤。

2019年 1月，该村成立了集体经济

合作社，投入160余万元建成400平方米

冷库及板栗加工车间，购买了脱壳机、去

皮机、真空包装机等加工设备。同年 4

月，合作社成功注册了宝山黑油栗商标。

2020年，宝山黑油栗又成功申请了绿色

食品证书。

2020年9月，宝山村举办鲁山县首届

板栗节，此后名声大振，与多家大型商超

签订了长期供货合同。“我们的工人到外

地学习过剥壳技术，剥壳效率高，剥出的

栗子果肉完整、美观，真空包装后再批发

给各大商超，相当于一斤栗子卖出两斤多

栗子的价钱，去年合作社卖出剥壳栗子30

多吨，就地增值20多万元。”梁学义说。

目前，宝山村一带的优质黑油栗已进

入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合作社也准备

对板栗进一步加工，如做成开袋即食的小

食品，还将发展一些板栗饼干、板栗罐头

等，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带动更多的

农户通过种植板栗增加收入。”梁学义说。

来好来好““钱景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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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蔡县刘岳村

一亩黄姜奔小康

平舆县小陈社区一亩姜能赚两万多元

固始县
万亩萝卜收入丰

伊川县酒后镇
果蔬套种效益增

登封市范寨村产业兴旺日子红火

叶县闫庄村
菊花经济成“支柱”

鲁山县宝山村栗子去皮就地升值

近日，宁
陵县刘楼乡瑞
丰蔬菜种植基
地内，合作社
成员看着刚收
获的萝卜喜上
心头。徐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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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刘忠士 记者李
燕）11月 2日，记者走进商丘市睢阳

区临河店乡程白村，一座座错落有致

的厂房内，大大小小的藤编制品随处

可见，吊篮、藤椅、蹦蹦床、摇椅等藤

编制品琳琅满目。

据悉，近年来，程白村在临河店

乡商会的精心管理带领下，不断开展

技术指导和生产经营服务，持续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目前拥有藤编加工厂

19家，带动周边村庄 300多人就业，

产品畅销安徽、江苏等20多个省。

睢阳区临河店乡程白村

传承藤编技艺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今年以来，通许县邸阁

乡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治本之策，通过龙头企业牵引、专业

合作社示范、群众土地入股和就近打

工等渠道，有效增加了脱贫户及易返

贫致贫户的收入。

据了解，邸阁乡通过134座种植

大棚和聚兴物流产业园带动 180名

脱贫户及易返贫致贫户劳动力年均

增收5000元以上；通过41座蛋鸭养

殖大棚和两个肉牛养殖场带动60名

劳动力年均增收 5500元以上；通过

河南怡味源有限公司、开封味之灿食

品有限公司、通许舒山达鞋业有限公

司带动50户脱贫户及易返贫致贫户

劳动力年均增收 8000元以上；通过

电商平台帮助脱贫户及易返贫致贫

户销售农产品，带动他们年均增收 1

万元以上。 （任晨辉 朱金涛）

通许县邸阁乡

多渠道发力促脱贫户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