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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成亮陈远志）赊湾镇多庄村一箱箱水灵灵

的萝卜白菜整齐地摆放在田间地头，等待装运外发；杨家集镇郭庄村100多

个大棚内的香菇迎着冬日的暖阳绽放，一筐筐刚收获的鲜菇准备装运上火

车发到广州销售；双庙街乡贾庄村的夏南牛育肥场内，1000多头肉牛正在

休闲地吃草，一个个膘肥体壮，不久后就可以出栏屠宰……12月14日，记者

穿行在泌阳县乡村，如同走进了一幅徐徐展开的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近年来，泌阳县精心打造“高端牛肉、精品香菇、生态蔬菜、时令水果、乡

村旅游”五大产业，努力构建现代高效绿色农业示范样板，推动现代农业转

型升级。

牵好牛鼻子。夏南牛产业是该县的龙头产业，该县每年投入2亿元发

展基金和5000万元专项补贴资金，大力发展夏南牛产业，先后取得省级以

上科研成果4项、专利10项，并成功承办了全国肉牛（夏南牛）产业发展研讨

会、战略研讨会和产业链升级研讨会。目前，全县夏南牛存栏34.3万头，夏

南牛全链条产业年产值200亿元。

装满菇袋子。食用菌产业是该县的另一大特色产业，食用菌生产遍布

全县，种植农户5万多户，各类食用菌从业人员20多万人，食用菌工厂化企

业15家，其中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家，市级龙头企业4家，食用菌种

植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200多家。2021年，全县实现食用菌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食用菌一二三产业综合产值达80亿元。

守好菜篮子。该县依托泌水街道十里村蔬菜生产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蔬

菜基地大力提升优化西红柿、黄瓜、辣椒等大棚蔬菜生产能力，依托赊湾镇

张湾村、多庄村发展萝卜、白菜、包菜等本地蔬菜，推动蔬菜生产向设施化、

精细化和规模化发展。

摆好果盘子。该县在对传统果园进行升级改造的同时，新建一批精品

水果示范基地、观光采摘园，形成了以官庄、春水、马谷田等乡镇为中心的优

质核桃基地5万余亩，以马谷田、付庄等乡镇为中心的优质梨基地5万亩，以

象河、马谷田、付庄、贾楼等乡镇为中心的优质白云仙桃等小杂果基地3万

亩，以铜山、高邑、花园等乡镇为中心的优质葡萄基地2万亩，其中林果专业

村50多个，年产值100万元以上的果园15个。

建好庭院子。该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目前有农家乐上千家，规模

以上农家采摘园20余处，旅游产品数十种，旅游从业人员5000多人；全县

已有A级景区6家，其中4A景区1家、3A景区4家、2A景区1家和4星级乡

村旅游示范单位1家。

“我们将积极引领全县食用菌、夏南牛、林果业、蔬菜种植业、乡村旅游

业走上标准化、规范化、科技化发展之路，着力实现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和

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泌阳县委书记魏华伟说。

本报讯 12 月 22 日至 25 日，由农

业农村部主办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农交会）在四川

省成都市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举办。

我省组织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地市组成

的展团参展，共组织338家企业展示展

销粮油、畜禽、水产、果蔬、茶叶、食用

菌、中药材、调味品等8大类 1600多种

产品，参展人数800余人，展览展示总面

积约2800平方米。

本届农交会以“畅通循环、对接产

销、科技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集中

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农村发展成

就，组织开展农业品牌营销推介，推动

农产品交流合作和贸易洽谈，展览展示

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

我省展区位于 5 号馆粮油品牌展

区，紧紧围绕展会主题，突出河南特色，

积极鼓励企业借助农交会平台展示品

牌形象，促进贸易交流。一是豫农优品

馆。位于5号馆粮油品牌展区，以红薯

种植、加工和酸辣粉生产、加工、销售、

机械设备制造产业链22家企业为代表，

宣传推介我省酸辣粉品牌，展示农业品

牌发展成效，展览面积500平方米。二

是各地市馆。各地根据申报展位情况

设置专区安排参展，位于5号馆粮油品

牌展区，展览面积2300平方米。

本届农交会我省专题举办“豫农优

品酸辣河南——河南酸辣粉专题推介”

活动，由丽星、豫道、嗨吃家、食族人四

家酸辣粉企业代表河南酸辣粉参加推

介活动。主要内容包括播放河南酸辣

粉产业宣传片以及企业推介。企业推

介通过情景剧、直播秀、说唱+互动+演

讲等创新形式展现，突出酸辣粉潮流、

年轻化的特点，让更多人了解、爱上河

南酸辣粉。

展会期间，我省代表团参加开幕式

暨农业绿色发展论坛、东北地区国产大

豆（黑龙江）产销对接会等多场重大活

动。通过参展本届农交会，我省农业品

牌形象和知名度得到进一步提升，农交

会已成为展示我省农业农村形象的重

要平台和窗口。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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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 杨绪
伟冯一中）日前，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公

布了“2022年度中国茶行业推选活动”

结果，商城县喜获“2022 年度‘三茶统

筹’先行县域”称号，是全国12个入选县

区之一，也是河南省唯一入选县区；同

时，该县还上榜了“2022年度茶业百强

县域”榜单，名列第39位。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是民政部评定的

2022年5A级协会之一，是中国茶业界专

业级别最高的社会组织，其主办的“中国

茶业经济年会”是我国规模最大、专业性

最强、最具权威性的茶界盛会之一。

地处大别山北麓、江淮之间的商城

县，山峰众多，生态良好，拥有茶园面积

21.5万亩，开采面积18.8万亩，年产干茶

520万公斤，综合产值18亿元，是声名远

播的“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全国重点

产茶县”“全国茶旅融合十强县”。

近年来，该县坚持茶文化、茶产业、

茶科技“三茶统筹”，大力实施“11315”战

略，即着力擦亮商城高山茶这个区域公用

品牌，全力推动10万亩全国绿色食品原

料（高山茶）标准化生产基地创建，重点建

设韩冲万亩生态茶园、西河观光茶园、豫

严黄金茶体验园等“三大茶园”，努力打造

一条大别山红色传承茶旅融合精品线路，

创新发展绿茶、黄金茶、红茶、白茶、黄茶

等五大茶类，茶产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今年，该县积极优化产品结构，提升

产品质量，打造产业品牌，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助推乡村振兴，先后整合涉农资金

800 万元，高标准发展新茶园近 2000

亩，新建标准化茶叶加工厂3座，改造低

产茶园4000亩，全面完成产业发展年度

目标任务。

本报讯 （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张阳
峰 郭冬青）“现在全市60多个光伏发电

站全部恢复了发电，去年受淹后，我们迅

速集结修复团队，分秒必争开展光伏电

站灾后重建工作。”12月23日，辉县市乡

村振兴局局长梁海涛说。

2021年 7月，辉县市遭遇百年不遇

特大洪水，共损毁村内道路、安全饮水设

施、光伏电站、农业产业设施等乡村振兴

项目 48处，辉县市委、市政府把乡村振

兴灾后重建工作纳入全市灾后重建工作

的重点领域进行安排，成立专班，对脱贫

村通村道路、村内道路、水利设施以及光

伏电站、扶贫产业等进行全面排查；积极

与财政、发改等部门结合，在摸排水毁工

程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梳理，按照先应急、

后长远，先生活、后生产，先重点、后一般

相结合的原则，开展重建项目修复工作。

坚持项目为王，高位推进。将10万

元以下的水毁扶贫资产修复项目按照村

级微小型项目委托给资产权属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原则上由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在不违反政府采购和三资招投标管理办

法规定前提下自行实施。同时，对重点

项目进行工作通报，明确工作任务和周

目标，确保项目衔接顺畅，推进有力。数

据显示，早在2022年 6月底，辉县市48

个灾后重建项目就全部竣工。

本报讯 （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王海新）近日，河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发布《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确定11家旅游景区

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公告》，原阳县九多肉多酱卤文化园

景区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目前，新乡市A级旅游

景区达到27家，包括国家5A级旅游景区1家，4A级旅游景

区11家，3A级旅游景区15家。

九多肉多酱卤文化园景区作为河南省首创的以酱卤文

化为特色的工业旅游景区，通过“一廊三厅一馆一园”，对中

原酱卤文化挖掘探源，展示酱卤文化发生、发展和壮大的历

史。“一廊”即为酱卤生产观光走廊；“三厅”包括企业文化展

示厅、健康时尚展厅、美食展销厅；“一馆”为中原酱卤文化博

物馆；“一园”为趣卤文化园，以及其他配套区域（研学中心、

中心实验室、室外体育运动场、休闲主题书吧、健身房、休闲

餐饮等），结合20余处景观节点的建设，融入独特的酱卤文化

元素，向大众传播酱卤历史文化。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吕运奇）中牟县狼城岗镇围

绕“北生态、南生活”空间总体规划，突出特色中心村“一村一

景”，提升挖掘历史文化，打造沿黄产居融合的幸福慢村新典

范。12月21日，狼城岗镇党委书记白钢林表示，该镇正通过

发展农旅文旅产业项目，实现村庄“宜居、宜业、宜游”，提升群

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带动乡村发展。

围绕项目为王，狼城岗镇坚持不懈招商引资，强力推进项

目建设。该镇与河南国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东方今典集团

有限公司、陈砦花卉集团等签订实施的多个项目为群众提供

了大量的务工岗位，调整了农业种植结构，大大促进了农村生

活改变，为狼城岗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狼城

岗镇背靠黄河，“以水而兴、以渔而旺”。该镇打造的渔业特色

水产小镇，主养郑州黄河鲤鱼、锦鲤、甲鱼等名优水产品。通

过项目建设，发展水产业的科研文化、水产教育文化、水产示

范文化，着力打造养、赏、钓、吃、购、娱六位一体的三产融合发

展模式，提高养殖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日前，省交通运输厅2021年度“四好农村路”示

范县名单公布，洛阳市偃师区、伊川县名列其中。

偃师区强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国道、省道、县道

为主干，以乡村道路为支脉，形成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

络。目前，全区农村公路总里程 1431.12 公里，管养率

100%。此前，该区获评省“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示范县和

市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成功创建6个市级“四好农村路”

示范乡镇。

伊川县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创建，截至2021年年底，

全县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 1779 公里，等级公路比例达到

99.6%，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率达到100%。

近年来，洛阳以“四好农村路”创建为抓手，全面推进“四

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市农村公路总里程超过1.6

万公里，累计创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4个、省级示范县

4个、市级示范县2个、示范乡镇73个，省级以上示范县数量

位居全省第一。 （黄红立许金安吴伟）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张
泰）“刘村村，是宝地，将你我，来养

育。家园美，要珍惜，立条约，共自

律……”12月 22日，荥阳市豫龙镇

刘村村民赵先生说，“我们的村规民

约编成歌，朗朗上口，好记易用。”

近年来，该村从村规民约入手，

引导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孝善

理事会、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协会

等群众组织发挥作用，不断加强村

民的道德约束能力。

村规民约明确规定，村民办事

待客不准超出15桌，每桌标准不允

许超出 300元。红事新办，丧事简

办，为村民节省了开支。一系列措

施有效遏制了陈规陋习。同时，刘

村还深入开展“星级文明户”认领，

文明家庭、好公婆、好媳妇等创评活

动。三年来，共评选“十星级文明

户”120户、文明家庭126户，好公婆

66名、好媳妇98名。

在村规民约带动下，在党员干

部的引领和群众的积极参与下，刘

村先后获得“郑州市文明村”“荥阳

市经济社会发展先进村”“荥阳市美

丽乡村文明家园示范村”等荣誉称

号。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张中坡
徐嘉宝）为进一步改善村容村貌，营造干

净整洁、规范有序的人居环境，助力争创

“生态宜居星”，今年以来，方城县杨楼镇

以“五星”支部创建为契机，以生态宜居为

抓手，着力解决“脏乱差”问题，确保全镇

人居环境稳步提升。

党建引领，创新机制“美颜”乡村。该

镇成立了人居环境整治领导小组和工作

专班，建立了“党组织+党员干部+群众”

共谋、共建工作机制，充分调动广大干群

投身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将环境整治“作战图”由点向面网格化

铺开，纵深向 40个行政村覆盖。定期对

各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进行观摩评比，以

逐村打分排队形式评议各村人居环境整

治开展情况，形成“比学赶超”的创建氛

围。

广泛宣传，激发干群“创星”动力。依

托镇村干部微信群、40个乡村大喇叭、12

辆流动宣传车等载体，多角度宣传人居环

境整治的重要意义及“生态宜居星”创建

标准，动员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形成从“要

我做”到“我要做”的思想转变，营造上下

同心、全员参与、共建生态宜居村的浓厚

氛围。

多措并举，活动评比“精彩”不断。引

导各村制定村规民约，规范村民行为举

止。定期组织开展“五美庭院”“星级文明

户”“五好家庭”等评比活动，今年以来共

评比出“五美庭院”280户、“星级文明户”

200户、“五好家庭”60户，实现“生态宜居

星”创建和乡村振兴同频共振、互促共赢。

新乡市

又添一家4A级景区

中牟县狼城岗镇

项目建设带动乡村发展

洛阳两县区

获评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

移风易俗扬新风

方城县杨楼镇

“比学赶超”美家园
源汇区问十乡

合力整治提气质
渑池县陈村乡

“净绿亮美”增颜值

商城县 荣登两项茶界国字号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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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汝阳县城关镇张河社区烟农驾驶拖拉机在机耕
烟田，为明年烟叶提质增效打好良好基础。 康红军 摄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邓志
伟王勇）12月 25日，记者从渑池县陈

村乡政府了解到，今年以来，该乡加大

整治力度、强化整治措施，以房前屋

后、乡村主干道路周边区域环境整治

为重点，广泛发动、全民动员，唱响

“净、绿、亮、美”四部曲，点亮“生态宜

居星”。

据了解，今年该乡先后投入 136

万元，购买专业垃圾清运车2辆，聘请

专业保洁员102名，对24个行政村（社

区）的人居环境进行全方位整治，拆除

残垣断壁 150处，建设景观墙约 2300

米，清理乱堆乱放、乱贴乱画、乱搭乱

建等 350余处。同时，免费为各村发

放绿化苗木 7750 棵，实施国土绿化

6000平方米，先后投入85万元对渑白

路、S508等通境主干道进行绿化，共栽

植法桐、碧桃、速生楸树、白皮松3300

余棵，逐步形成“房前屋后树木围绕、

村庄周围森林环抱”的乡村绿化格局。

此外，该乡鼓励引导各村通过“一

事一议”和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大力实

施村庄亮化工程。在原有基础上，先

后在陈村、后河、柳雍等村安装路灯

350余盏，又投入200余万元对乡政府

驻地人居环境进行全面提升，铺设花

岗岩路牙 1230 米、柏油路 3600 平方

米、健康步道1000米。将“五美庭院”

创建与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有机结

合，先后评选“五美庭院”345户，通过

示范带动，提高群众参与热情，激发创

建动力，擦亮生态宜居底色。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王亭文）

12月23日，记者从漯河市源汇区问十乡

获悉，自“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来，

该乡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切入点，探

索“党建+人居环境整治”新途径，多措

并举点亮“生态宜居星”。

该乡构建“乡党委+村党支部+网格

党员中心户”的组织体系，实现上下联

动、网格管理、责任到人，针对“六乱”“六

清”的难点、堵点，由乡主要领导挂帅，逐

村督导、现场交办，并将所有问题建立整

改台账，做到件件问题有落实有回音。

该乡围绕“生态宜居星”创建目标，

发动全乡干群对道路沿线、门前屋后、河

道坑塘等重点进行清理整治，共投入资

金160余万元，治理坑塘、黑臭水体115

个，新建户厕 200 余户，改造提升户厕

900余座，户外旱厕全部拆除，与农户签

订“门前三包”协议书6700余份。

此外，今年以来，该乡共投资 17万

元用于绿化示范村创建和重点村绿化项

目建设，打造了骆坡村、宋庄村、宁庄村、

黄李村等绿化示范点。争取上级资金

17.5万元，推进马沟水系两侧和宁洛高

速两侧绿化美化。新修建“四好农村路”

11公里，5个村实现户户连，宋庄村被评

为国家级森林村庄。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五星’支部

创建助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再提升，在

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推动乡村振兴与乡

土文化相融合方面再发力，不断为新农

村增颜值提气质升品质，绘就美丽乡村

新画卷。”问十乡党委书记王文竹说。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