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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讯 （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史源远）“今年

我家种的 20 亩胡萝卜大丰收，又甜又水灵，每

亩收获近万斤，真好！”12月 23日，在南阳市宛

城区黄台岗镇西下河村，种植户王克理脸上挂

满了丰收的喜悦。冬日暖阳下，村民们采挖、去

叶、捡拾，忙得不亦乐乎，一垄垄收获后的胡萝

卜绵延在肥沃的土地上，丰收的喜悦洋溢在田

间地头。

近年来，宛城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揽，

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优化供给、提

质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发展“优质小麦、有机

艾草、绿色油料、名优果蔬、生态养殖、乡村旅游”

六大特色产业为重点，全区农业发展实现了由增

产向提质的巨大转变，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不断增强。

在瓦店镇界中村，眼下正值万余亩大葱丰收

的季节，一行行大葱显得格外葱郁，满眼的葱秆

和忙碌的人群尽收眼底。近日，记者来到田间，

看到村民们分工明确，有打捆的、有搬运的、有装

车的，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种植户李阳正

指挥工人往收购大葱的货车上装载打捆好的大

葱，他高兴地说：“今年种植了30多亩大葱，产量

比往年都高，往年产量只有七八千斤，今年能达

一万余斤。”

瓦店镇副镇长林淼介绍说：“瓦店镇大力推进

优势产业，规模化种养，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经营，

形成了以逵营为中心的万亩优质苗木、以梁庄为

中心的千亩生态高效农业、以邓官营为中心的万

亩无公害蔬菜、以界中为中心的万亩大葱、以来庄

为中心的万亩荠菜等一批特色生产基地。”

不仅仅在瓦店镇，放眼宛城，以区域化布局为

基础、调整优化农业种植结构的特色产业日益明

晰。宛城区农业专家、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天

海介绍，该区坚持绿色发展导向，以“优质小麦、有

机艾草、绿色油料、名优果蔬、生态养殖、乡村旅

游”为核心，着力打造林果花卉观光区、水产养殖

观光区、有机绿色蔬菜特色种植区、粮油循环农业

示范区、粮食生产核心区等五大功能区；建成了黄

台岗特色蔬菜、瓦店精细菜、茶庵温棚蔬菜等生产

基地，红泥湾生猪、黄台岗蛋鸡、高庙肉牛、汉冢水

产等养殖基地，全区优质果蔬种植面积达 11万

亩，特色产业优势逐步明晰。

“我们坚持‘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大力实施

品牌强农战略。”王天海说，该区鼓励支持龙头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农产品质量认证，申报

注册优质农产品商标，一大批像“黄台岗”牌胡萝

卜、“凤凰台”牌土豆等优质农产品商标应运而

生，“三色鸽”“界中”等十余个优质农产品知名品

牌享誉省内外，全区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

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认证面积达29万亩，占

耕地面积的 42.6%，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明

显。

“下一步，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深耕做活郊区

经济，助推乡村振兴，在做实常规动作的基础上，

创新培育特色产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以

产业发展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

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带领农民朋友奋战在乡间

田野，书写乡村振兴的壮美篇章。”宛城区农业农

村局局长周江涛表示。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白东亮）12月21

日，在舞钢市尹集镇三员农业生态种植公司中药

材收购场上，来自该镇军王村的王春德、王九成将

自己上午在山上采收回的280多公斤辣蓼中药材

售给该公司。他们每人从该公司老板来兴手中

分别接到百元左右的现金，脸上洋溢着欣慰的

笑。

王春德说：“秋收麦播结束之后，进入了一

年一度的农闲时期，俺村十几位六七十岁的老

人，每天开着电动三轮车，上山冈、下河滩采收

中药材增收。镇上 9家药材收购公司所收购

的大爻、花叶爻、苍耳籽、川藿香、青蒿、溪黄

草、益母草等50多种中药材，俺见啥采啥。每

天每人少的挣个百十元，多的能挣 200 多

元。从11月到现在，俺村采收中药材的十几

位老人人均增收6000元以上。”

来兴介绍，入冬以来，在尹集镇，中药材

采收又进入了一个新高潮。三员农业生态

种植公司今年刚成立，业务量还比较小，但

从10月下旬以来已投放收购资金60多万

元，收购各类中药材150多吨。入冬农闲

以来，尹集镇有2000多户农户利用山区野

生中药材丰富的资源优势，参与到野生中

药材采收中，平均每天采收量都在10吨以

上，初步估算全镇9家药材收购公司入冬

以来已投放中药材收购资金超千万元。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
新强 孙辰辰）12月 15日，在鲁山县

背孜乡东山村，今年40岁的村民赵

占领正在一小块新平整出的山坡地

里，查看新栽的小盆景树桩。这些

树桩都用保鲜膜缠绕以躲避严寒天

气。“我特意从山上拉回来几车麻古

石土掺进这块地里，因为麻古石土

透气性好，移栽的树桩更容易成

活。”赵占领说。

据赵占领介绍，他是从今年4月

才开始培育盆景树桩的，虽然受各

种因素影响，快递不好发货，但几个

月下来已经售出 8万多元的盆景树

桩了，收益还不错。

“目前我们村已经有赵占营、何

路生、王长山、范小杰、高建伟等五

六家从事盆景树桩的培育销售，其

中大部分都是今年春节过后才入行

的，大家伙儿都是开直播网上销售，

平均每家每个月都有 1万多元的收

入。”赵占领说。

东山村从事盆景树桩的带头

人、今年52岁的赵占营介绍，他原在

村里开办了一个农家乐，2020年春

节过后由于种种原因，农家乐的生

意停了下来。“我自幼爱好盆景，开

农家乐时自己制作的一些盆景摆在

院子里搞绿化，有时客人看到后很

喜欢，会买几盆带走，于是就决定转

这行，目前一年能收入20多万元。”

赵占营说。

由于东山村地处大山深处，野生

的山楂、黄荆、小叶榆、海棠树的树桩

都可以制作盆景，资源丰富。另外，

赵占营和其他大户也专门培育树苗，

这些树苗出土后就用铁丝捆扎造型，

养上几年就能卖到数百元一棵。

据了解，目前，东山村几家盆景

培育大户的盆景树桩日常保有量已

达 1万余棵，价值从几十元到数千

元。他们还经常到附近汝州、汝阳

及南阳地区等培育盆景树桩的散户

手中收购，然后转手卖出赚差价。

“春节前是盆景树桩的销售旺

季，这些天来每天都能发出去五六

十单，这些单子大部分都是东山村

的。”背孜街上一位名叫马新斌的快

递点老板说。

“东山村的盆景树桩培育、销售

在鲁山县已小有名气。在东山村的

带动下，附近几个村也有人开始培

育树桩了。我们乡党委、乡政府也

大力支持，把它当作‘一村一品’、振

兴乡村的产业来抓。”背孜乡党委书

记闫勺安说。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段阳东）

“我们村有多年发展食用菌的传统，我建的

5个标准化大棚年年收成都很好；眼下，又

是香菇上市的时候，今年长势很好，市场行

情很可观。”确山县普会寺镇张营村种植大

户李唐说。

12月19日，记者走进普会寺镇张营村

食用菌种植基地大棚，清新的菌香扑鼻而

来，棚内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一朵朵肥硕

的香菇争相探出脑袋，有的正吐露着菌芽，

有的则撑出了菌伞。包装车间内，工人们

娴熟地对干香菇进行装袋、称重、封口。

普会寺镇气候湿润、地势平坦、交通便

利，依托其优越的自然环境，以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为宗旨，积极引进食用菌种植产业，

采取“合作社+农户+市场”的经营模式，初

步形成了集试管育种、菌包生产、食用菌种

植、采摘回收、冷藏储存、深加工销售于一体

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撑起农民“致富伞”。

小小食用菌，一头连着市民“菜篮子”，

一头连着村民“钱袋子”。食用菌种植属于

劳动密集型行业，从拌料、转运物料、装袋、

栽种菌棒、采摘等一系列环节都需要大量

人力，有效解决了当地群众就业问题。在

普会寺镇政府和张营村“两委”全力支持

下，完善了一整套帮扶措施，基地成了村里

脱贫致富的“领头雁”。目前，该种植基地

可为当地群众提供长期稳定务工岗位100

个，季节性用工150人左右，每人每年收入

在1.5万元以上。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杨彦召
李思圆）12月 21日，记者从襄城县行政服

务和大数据中心获悉，截至目前，该县市

民之家网上可办事项 2059 项，网上可办

率达99.42%，不见面审批事项2044项，覆

盖率达 98.69%。营商环境优带来经济发

展稳，1~10 月，襄城县工业投资 67.38 亿

元，同比增长23.9%，工业投资占固定资产

投资比重的 44.1%，预计到今年年底，开

工、投产的项目43个，完成投资85亿元以

上。

近年来，襄城县牢固树立“抓营商环境

就是抓发展、抓发展必须抓营商环境”的理

念，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针对企业日常

面临的土地、生产、服务等方面的痛点、难

点，坚持靶向施策，持续精准发力，破解企

业发展瓶颈，不断提升企业群众的满意度

和获得感，蹚出了一条“软硬兼施双向发

力”建设营商环境的襄城路径。

抓营商环境就是抓发展、抓发展必须

抓营商环境。襄城县委书记孙毅表示，下

一步，襄城县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深

耕营商环境的“堵点”“难点”和“痛点”领

域，用营商“软环境”打造发展“硬实力”，助

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杨明华）

“工钱 1.8万元，土地流转租金 3000元，入

股分红 500元……”12月 20日，汝南县常

兴镇代塔村脱贫户任运成算着今年的收入

账，脸上笑开了花，“以前麦茬豆轮番种植，

家里5亩多地收成一年也就三四千元。现

在一份地能挣三份钱，致富奔小康的信心

更足了！”

从2021年开始，常兴镇把股份合作制

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的重要方式，大力推广“政府+合作社+农

户”“党支部+基地+农户”等帮扶模式。全

镇大部分脱贫群众像任运成一样成为“流

转土地挣租金、入园打工挣薪金、入股分红

挣红金”的“三金”农民，走上致富路。

王集村党支部与本村应雪黄梨种植合

作社联合成立致富产业园，由帮扶单位——

汝南县人武部和产业园各出资50%购买应

雪黄梨苗，产业园承担土地租赁费用。从

2022年 1月 1日起，产业园纯收入的 40%

作为王集村集体经济收入。脱贫户以土

地入股，并参与应雪黄梨产业园的有偿除

草、打药、施肥、松土、育苗等管理服务，每

人每天最低收入50元，村集体可增加收入

至少 2万元，实现了合作社、村集体、农户

共赢。

如今，在常兴镇，农民、政府、村集体、

合作社形成的多元合作模式，如雨后春笋

般蓬勃涌现，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已覆盖

全镇25个村，全镇土地流转面积3万余亩，

拥有“三金”的农民达1万多人。

“产业找对路，致富有门路。”常兴镇党

委书记李浩表示，将持续做好固成果促振

兴工作，进一步扩大股份合作制规模，带动

更多的农民收获“三金”，稳步实现小康目

标。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李耀稳 周
金高）12月7日，记者走进上蔡县芦岗街道

文楼社区骆华彬专业种植合作社草莓大棚

看到，一株株绿油油的草莓苗上挂满了果

实，在嫩绿叶子的点缀下，更显得鲜美红

嫩，透着浓郁的芳香。

“冬季的水果品种本来就少，我们大棚种

植的‘牛奶’草莓香甜、肉厚、口感好，大人孩

子都很喜欢吃。”该合作社负责人骆华彬说。

据骆华彬介绍，他种植草莓已有13年

了，从当初的几亩发展到现在的 30多亩，

由于草莓是大棚栽培、阳光充足，施用农家

肥、有机肥，香甜可口，颇受消费者的青

睐。再加上离县城近，前来体验采摘的市

民络绎不绝，他们精心挑选着成熟的草莓，

摘得尽兴，吃得开心。最畅销时一天有 1

万多元的采摘收入。

“在草莓棚不但让孩子体验到采摘的

乐趣，还让孩子了解了草莓种植的技术等

知识，寓教于乐。”前来草莓园采摘的游客

宋娜说。

据了解，该合作社还安排当地村民20

人就近务工，工人月收入 2000多元，持续

稳定带动当地村民实现就业增收。

上蔡县文楼社区

草莓熟啦 村民富啦

汝南县常兴镇

产业找对路 致富有门路

确山县

食用菌撑起村民“致富伞”

襄城县

营商环境优 经济发展稳

南阳市宛城区

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

鲁山县东山村

小盆景树桩做成大产业

中
药
材
富
乡
村

药材采收忙村民增收乐 种植中药材致富添“良方”
舞钢市尹集镇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

讯员徐嘉 魏可军）12月 21日，

记者在禹州市浅井镇小韩村中

药材种植基地看到，三五成群的

村民趁着晴好天气，正忙着栽种

防风、黄蜀葵、川白芷等中药材。

“前几年这些土地都闲置着，

很可惜，这几年通过整治，现在都

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好地块了。”

小韩村党支部书记李二帅告诉记

者，目前村里大部分土地都种上了

中药材，群众既当工人又当股民，日

子越过越红火。

近年来，小韩村通过流转土地，

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种植，采取“党支

部+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鼓励

村民走科技化、专业化、合作化生产的

路子，推进产业提质增效，激活强村富

民新动能。

为鼓励农户扩大种植规模，该村采

取绑定农户以土地和资金入股、绑定医

药企业与其签订产品收购合同、绑定技术

指导人员以技术入股的“三绑定”模式，从

土壤的采样化验、化肥的调配、种子的选取

到管理都有专人全程精细化授课，带动农

户发展中药材产业。

“这些药材易生长、药用功能多，加上

我们村耕地面积大，气候适宜，所产出的中

药材质量好，市场前景自然就好。”李二帅

说，目前，小韩村与四川全泰堂川白芷产业

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并成立了禹州市桂源

种植专业合作社，积极向农业专家请教，引

进种植了黄蜀葵、川白芷、防风、丹参等中

药材。

据了解，今年以来，小韩村依托本土资

源优势，在前期基础上又流转了 350 亩土

地，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全村 20多户农

户以土地或资金入股合作社，中药材加工销

售后每亩年均可分红5000元以上。

中药材的种植，不仅拉动村集体经济增

长，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自从村

里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后，我就在这儿打

工，一个月可以挣2000多元。”村民李彩勤

说起中药材种植为村里带来的变化，乐得合

不拢嘴。

“目前，小韩村已形成集种植、采收、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规模化种植不

仅调整了产业结构，更增加了农民收入。”浅

井镇党委副书记邢根远表示，目前，通过合

作社的发展带动，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种植

中药材，中药材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

“良方子”。

禹州市浅井镇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樊军培
程玉潆）“现在我们社区的居民不用出远门

就有经济收入，既能挣钱，还能顾家！”12月

23日，许昌市东城区祖师街道黄屯社区党

支部书记王永恒告诉记者，目前，该社区在

“芽芽寨”废弃大棚基础上，将其改造成占

地30余亩的温室大棚4座，轮番种植反季

节蔬菜、牛奶玉米等农产品，年集体经济收

入近10万元。

东城区祖师街道是东城区加快推动乡

村振兴提效破局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该区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多措并

举、多渠道发展特色产业，强力推动乡村振

兴提质增效。该区坚持把村集体经济发展

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重中之重，实行

逐村“会诊”，一村一策，不断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点燃乡村振兴引擎。2022 年以

来，该街道各村（社区）因地制宜、创新举

措，着力打造有特色、能造血、可持续的集

体经济模式。

找好路子是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根本。

祖师街道积极探索、大胆尝试，因地制宜、

深挖潜力、借助外力，探索走药材种植、仓

储物流、粮食代购等多元化联动路子……

牛村社区与百岁仁药业合作，投入资金联

合种植知母、芍药等药材品种，知母生长

2~3年后可与社区分红1.2万元，芍药生长

4年后收益预计增加集体经济收入2万元；

郭集社区与粮食收购点深化合作，采取“合

作社+收购点+农户”的订单式代购模式，

帮助企业在本社区和周边村庄代购玉米、

小麦、大豆等农作物，每吨收入劳务费 30

元，预计全年代购粮食 1000余吨，每年增

加集体经济收入3万元。

同时，祖师街道结合当地特色，整治利

用农村闲置土地，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在保

持原有风貌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提升，实现村

庄环境美化、建设用地高效利用、助力乡村

振兴“多赢”。高楼陈社区利用驾校闲置土

地33亩，建设近5000平方米的集养老、休

闲、娱乐、基本医疗于一体的社区养老中

心。项目建成后每年按照入住率分红，增加

集体收入。该项目预计年底完工。

许昌市东城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主任宋占华表示，下一步，东城区将坚持以

乡村振兴为第一要务，充分发挥区位优势

和资源禀赋，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探索更多发展方式，以

产业振兴引领带动乡村振兴，不断提升群

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许昌市东城区

一村一策壮大村集体经济

12月 17日，宁陵县阳
驿乡訾堂村村民正在加工花
生米进行入库，准备销售。
近年来，宁陵县大力发展智
慧农业和电商新产业，利用
黄河故道砂质土壤种植花生
20多万亩，形成智慧农业、
产品加工、电商销售一条龙
服务，为当地特色农产品及
加工产业拓展市场销路，助
推当地农村产业升级、农民
增收，有力推动乡村振兴。

吕忠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