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顶山市湛河区
关爱刑满释放人员

综合新闻 2022年12月29日 星期四
责编 / 代珍珍 版式 / 李英 校对 / 陈群锋
电话 / 0371-65795713 E－mail / ncbzbs@vip.126.com

2 农村版

农田吃上营养餐 土地“瘦身”更高产
（上接第一版）种粮大户周峰夫妇

看着手机上的时间，每隔20分钟，

就挪动一下喷水的管子，以便麦田

浇得更均匀。

“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的大馅

饼。”周峰说，“用猪场处理过的沼

液浇地，肥料投入减少了一半多，

地里还能多打粮，另外我们浇一天

自家的麦田，企业还给我们每人发

110元的工钱，这样的好事说出去

简直就没人相信。”

周峰一共流转了150亩小麦，

2021年他就开始用沼液浇地种小

麦。他算了算，如果按照以前每亩

地用复合肥 100斤、尿素 30斤计

算，仅肥料投入一亩地就能省下上

百元的投入，加上施用沼液的小麦

每亩地平均增产400斤左右，一季

下来，他家的150亩小麦除了正常

利润，省下的肥料和增产的小麦就

能多赚七八万元。

“牧原公司在俺村刚建猪场那

阵，由于气味较重，每年村民都要

向有关部门投诉反映。”潘庄村党

支部书记罗文武说，“自从县里实

施绿色种养循环农业工程以来，猪

场在县里有关部门的帮助指导下，

积极改进粪便尿液的处理工艺，并

出资为我们及周孟、李哇等村的近

3万亩耕地铺设了沼液管道，间隔

70米左右安装一个放水的阀门，

群众需要沼液浇地的时候只要打

个招呼，猪场的工作人员打开增压

泵，我们在地头拧开阀门就能浇

地，方便得很。”

眼看着用沼液浇地不但节省

钱，还能高产，昔日被村民们诟病

的猪屎尿一下子成了香饽饽。

为了把好事办好，村里专门成

立了由乡贤和村干部组成的工作

小组，组建专业浇水队伍，在做到

先群众、后党员干部的同时，让全

村群众的耕地达到应浇尽浇。

“猪场的废水经过处理变成沼

液有了去处，现在就是走到猪场门

口，你都闻不到臭味了，再加上群

众的耕地浇上沼液后得到了实惠，

现在我们村再也接不到有关猪场

问题的投诉了。”罗文武说。

FEN先生们的故事

1987年出生的高俊从郑州大

学生物技术专业毕业后毅然返乡

创业，几经打拼后，这个年轻人居

然看上了“羊粪”，做起了羊粪有机

肥的生意。他利用自己所学，硬是

把粪蛋蛋变成了农民增收自己挣

钱的金蛋蛋，还在网络上有了“粪

先生”的称号。于是他一不做二不

休，干脆注册下了“FEN先生”这

个商标。高俊说，这个“ FEN”既

寓意着自己从事的行业，还可以激

励自己不断奋斗。

正阳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的

开展，让高俊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

择，在家人的支持下，他注册了正

阳县天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专业粪污回收队伍，开始上马生产

有机粪肥。

经过严格遴选，高俊的正阳县

天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润土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6家企业被

选定为正阳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

的实施主体，为该县项目实施试点

村的粪肥和沼液肥的供应提供了

有力保障。

“2022年，正阳县建立整村推

进绿色种养循环项目示范区 17

个，完成试点面积 10.8 万亩（其

中：粪肥还田试点面积8.77万亩，

沼 液 肥 还 田 试 点 面 积 2.03 万

亩）。处理畜禽粪污 45.88 万吨，

减少化肥用量 1200余吨，土壤有

机质含量平均提高 0.03 个百分

点。项目示范带动周边乡镇发展

绿色种养循环农业 50万余亩，消

纳畜禽粪便 229.2 万吨。全县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 98%以

上。”正阳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实

施单位，该县畜牧中心副主任江道

合说。

农行杯农行杯农行杯农行杯 洛阳优秀乡贤助力乡村振兴
中共洛阳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共洛阳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洛阳市乡村振兴局洛阳市乡村振兴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河南日报农村版河南日报农村版

俞永生 富硒土壤里种出“金疙瘩”□黄红立许金安胡嘉琪王站伟

“这儿环境好！干活不累，每天能

挣八十多块钱。这两年红薯行情好，俞

总没有亏待俺们，红薯下来后又多收一

季萝卜……”

12月26日，伊川县鸦岭镇亓岭村，

红薯千亩示范方基地，正在往车上搬运

水果萝卜的牛一群打开了话匣子。

牛一群口中的“俞总”，叫俞永生，

是洛阳岭上绿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之前从事工程和建筑行业。2020

年他回到鸦岭镇，承包土地，发展红薯

产业，坚持生态种植、科学种植，让“岭

上硒薯”身价倍增，成为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的“金疙瘩”。

岭上有硒产好薯
人们日常生活中从不缺乏红薯的

身影。几十年前，它是填饱肚子的廉价

商品，如今，在“吃饱到吃好”的转变中，

因为有补肺益胃、通便、益气生津、润肺

滑肠等功效，它成了人人推崇的明星养

生食品。

“八月十五，鸡蛋粗”，说的是以前

红薯在农历八月十五前后，才能长成

“鸡蛋粗细”，人们在霜降后开始盘红

薯。如今，在伊川，这个概念被完全颠

覆——盘红薯提前到阳历7月。

鸦岭镇一带属豫西浅山丘陵地区，

土壤中硒含量高，具有得天独厚发展富

硒产业的先决条件。作为洛阳市富硒产

业试点县，近年来，伊川县建立和完善了

“2+N”富硒产业发展体系（2即谷子和红

薯产业；N即富硒林果、富硒蔬菜等产

业），打造了“伊川小米”“岭上硒薯”区域

品牌，叫响了“岭上硒薯富硒甜，很多人

吃了一百年”口号。其中，发展种植红

薯10万亩，年产值超过2亿元。

伊川县委副书记、鸦岭镇党委书记

杜志宇介绍说，鸦岭镇把“完善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打通供应链，推动三产融

合发展，打造高质量富硒功能农业”作

为发展目标，做深做细红薯文章，发展

共享农场、红薯采挖、观光农业、研学旅

居等，展示红薯种植加工工艺，推出红

薯系列美食，做大做强红薯特色旅游，

实现了特色农业三产融合发展。

近年来，鸦岭镇与河南科技大学合

作建成了薯乡薯业科创园，先后引进普

薯32（西瓜红）、烟薯25、商薯19等新品

种，培育了12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

千亩精品示范方 3 个、百亩示范方 20

个，累计发展脱毒红薯2.5万亩，带动2

万余名群众参与，红薯售价从过去0.3~

0.5 元/斤涨到今年的 2.5~8.8 元/斤，亩

均收益超过5000元。

独辟蹊径创品牌
看到“岭上硒薯”广阔的市场，2020

年，俞永生果断流转亓岭村一带 1450

亩丘陵地块，发展“硒薯”产业。

俞永生虽然入行晚，但他坚持科学

种田，在千亩示范方上做足了大文章，

种出了新花样，将“岭上硒薯”的价格提

高了7倍多。

秘诀在哪里？

舍得投资。基地接收的地块租金

普遍为 800元/亩，最高达 1200元/亩。

第一年，在政府配套打井、投资建设占

地50余亩的 20座育苗大棚的基础上，

基地又投资80余万元，铺设管网1.2万

米，将水送到了地头。

绿色种植。俞永生剑走偏锋，将化

肥的使用量减少到 15~20公斤/亩，把

有机肥使用量增加到 400公斤/亩；不

使用农药，坚持人工除草和物理杀虫，

购置了紫外线诱虫灯 15盏；采收前 20

天不再用水溶肥，让“硒薯”口感更纯

正。

轮作倒茬。俞永生说：“种地不倒

茬，十年九抓瞎。”轮作是调节土壤肥

力、防治病虫害、实现优质稳产的重要

保证。为改善土壤环境，去年基地“冬

闲”种植油菜、菜薹，并粉碎还田增加有

机质含量；今年则种植了150亩富硒水

果萝卜、300亩冬小麦。

按常理，仅凭“岭上硒薯”品牌，俞

永生也会赢利。农业投入大、见效慢，别

人都在尽量控制成本的时候，他却在拼

命投资。据了解，2021年千亩示范方的

综合成本达4000元/亩，抛开之前投资，

俞永生“投入了600万，收益200万”。

看是赔本，实则增收。俞永生介绍

说，2021年，他将“硒薯”送到位于县城

的河南省富硒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免费检测，结果是“超额达到有机、绿

色标准”，俞永生怀疑有照顾因素，又分

别花钱到郑州和苏州2家富硒产品检测

机构检测，结果与当地检测结果一致。

消息一出，惊艳四方。去年“硒薯”

售价达 8元/斤。结果是“投入 200万，

赢利 600万”。今年千亩示范方的“硒

薯”最高价达15元/斤。

错峰种植。今年，他采取“每天种

植 20 亩”的方式，保证全年“硒薯”新

鲜。从 3月份开始每天只栽种 20亩，

1400余亩几乎要种2个多月；7月份开

始按照种植先后顺序每天采收 20亩，

采收2个多月，保证“硒薯”每天都新鲜。

精准营销。俞永生除传统销售外，

还打通了电商销售渠道，采取精准投放

的方式，按“硒薯”质量、重量、品相、品

种等分成四个等级，针对不同客户采取

不同方案，15元/斤的精品“硒薯”主要

销往北、上、广、深等地。

同时，他还采用了“饥饿营销”，10

月至次年1月红薯大量上市时不销售，

打时间差，上市“过年硒薯”，提高产品

价值。

千亩示范方特殊的种植模式，增加

了人工投入，为 60余名当地群众提供

了常年工作岗位。

俞永生的目标是让“硒薯”1~3年

达到“富硒、绿色”，5~8年达到“局部有

机”，8~10年达到“全部有机”。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

杜鹏）今年以来，漯河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在“两新”组织领域创新

实施“一优二接三培”党员培育机

制、“五个同步”推进机制和“三项

催化”激励机制，派强党建指导员，

着力建强行业协会、总部楼宇和产

业园区的党组织，实现党的工作全

覆盖，推动“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整

体跃升、全面提质。

为全面建强行业协会党建，争

创行业协会党建品牌，示范区坚持

“行业相近、便于活动”的原则，在行

业协会相对集中的片区，探索打破

单位界限统一建立党组织，对规模

小、党员少的行业协会就近联合建

立党组织，切实加强行业协会党建

工作，促进行业协会健康有序发展。

在此基础上，示范区全面建强

楼宇党建，打造红色楼宇联盟，围

绕“以党建促总部楼宇经济发展”

目标，在昌建总部港、示范区投资

大厦、双汇新总部等楼宇开展“扫

楼”排查活动，建立楼宇党建工作

基础数据库，采取区域联建、行业

统建、挂靠组建、单独组建等方式，

实现“一楼宇一党组织”，打造楼宇

企业党建联盟，推动楼宇党建和业

务融合发展。

与此同时，示范区全面建强园

区党建，构筑园区党建高地，坚持

把服务企业发展作为园区党建着

力点，在临港经济产业园、临港产

业科创园、都市生态农业科技示范

园等产业园区，采取片区联建、同

业共建、龙头企业带建等方式，实

现党组织应建尽建，推动非公企业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尹小
剑 通讯员余成水）“企

业生产情况怎样，今年

效益如何？企业一定要

严格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操作流程，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企

业稳供稳产。”“企业对县委、县政府助

企惠企政策服务方面有什么意见和建

议？”12月20日，潢川县纪委书记、县监

委主任柳海宝到企业走访调研，与企业

负责人深入交流。

为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环境，该县

纪委监委领导班子率先垂范，对辖区内

“四上”企业、“万人助万企”“三个一批”

等企业和项目开展一线走访调研活动，

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用足用好政策

红利，主动适应市场变化，不断优化产

品结构，持续提升产品质量，强化数字

化赋能，提升产能效益；围绕企业发展

中遇到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认真收集

汇总企业的意见和建议，建立专项台

账，及时向相关部门反馈，积极协调解

决，以实际行动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

以贴心暖心服务提振市场信心。

同时，该县纪委监委紧盯政务服务

效率不高、惠企政策落实不畅、“新官不

理旧账”等问题，打造信息化监督平台，

畅通企业反映问题渠道，收到企业反映

问题后“秒回复”，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快

办理”。聚焦“关键人”“关键事”“关键

处”，在做实做细监督首责上持续发力，

严格落实损害营商环境问题线索快查快

办机制，对以权谋私、滥用职权、失职失

责等问题，从严从重从快查处，切实拔掉

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歪树”和“烂树”。

截至目前，该县纪委监委聚焦损害

营商环境问题共立案审查调查2人，党

纪政务处分6人，组织处理45人，下发

监察建议书 1份。持续推动相关职能

部门在优化服务中转作风、强担当，当

好企业的贴心人，以监督执纪的“硬约

束”全面提升营商环境的“软实力”。

本报讯 （记者冯
刘克 通 讯 员李晓
光）12 月 28 日，记

者从郑州市管城区

政府获悉，该区以“万

人助万企”活动为抓手，深度对接

企业需求，打造“管城助企政策直

播间”，实现了“云直播”服务、“屏

对屏”互动、“一对多”答疑，以喜

闻乐见的形式，帮助企业用足用

好各项惠企政策，深受辖区企业

好评。

直播间上线以来，已持续开

展直播活动41期，累计播放量超

7万次，辖区企业政策知晓率大幅

提升。管城区建立了“云直播”工

作专班，抽调“万人助万企”活动

政策服务专班人员负责，规范云

宣讲直播活动操作流程，从课题

安排、活动组织、直播服务、档案

整理等方面，推动直播活动有序

开展。截至目前，通过云宣讲活

动累计解决实际问题80余件，在

线答疑问题3000余个，惠及辖区

1000多家企业。

郑州市
管城区

本报讯 （记者宋广
军 通讯员张刚 赵飞）

“现在开办企业快得

很，只要材料齐全，当场

就能拿证。”12 月 26 日，

许昌市魏都区市民张先生高兴说。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开办

企业便利化改革，今年以来，许昌市市

场监管局魏都区分局积极构建线上“一

网通办”、线下“一窗通办”服务模式，推

行“企业开办+N项服务”大礼包，实现

了证照办理“网上办、不见面、零成本”

和一般企业、个体工商户“当场即办”。

该局全面实施企业开办“电子化”“零成

本”改革以来，企业开办电子化率达

99.5%，新办企业可免费领取含电子印

鉴在内的首套公章。同时持续推进注

销便利化改革，“网上免费注销公告”业

务免申即享。通过综合施策，今年以

来，魏都区市场主体净增近万户，同比

新增18.7%。

“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提升服务效能，打

造更加便捷、高效、优质的营商环境，为

许昌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

力。”许昌市市场监管局魏都区分局局

长王鸿成表示。

本报讯 今年以来，

新密市刘寨镇强力推

进“万人助万企”活动，

采取四项措施，为企业

排忧解难，确保全镇经济

社会稳定发展。

抓疫情防控，增强企业责任感。坚

决克服侥幸思想，对全镇企业逐个走

访，确定能达到闭环管理的 18家白名

单企业和25家符合闭环管理的工业企

业正常生产。

抓营商环境，增强发展活力。对企

业靠前服务、跟踪服务、无缝服务，着力

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当好服务

企业的“店小二”。面对企业融资难、原

料难等问题，镇主要领导亲自组织银企

对接会，为10家企业协调贷款，贷款金

额超千万元。

抓项目推进，增强发展动力。深度

谋划推进重点项目和在建项目，全面做

好跟踪和服务，突出银基国际旅游度假

区二期等重点项目的支撑作用，确保项

目按照时间节点顺利推进。

抓矛盾化解，增强企业竞争力。镇

班子成员和第三方深入分包村企业进

行排查调研，了解当前企业生产中遇到

的困点、难点，并提出具有针对性指导

意见，共排查安全隐患、矛盾点226处，

解决226处。

（许馨）

新密市
刘寨镇

潢川县

许昌市
魏都区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

张泰）12月27日，郑州公用集团西

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开工仪式举

行。该项目位于荥阳市崔庙镇，占

地257亩，总投资35亿元，设计年

处理生活垃圾超过160万吨、生产

清洁电能5.8亿千瓦时，计划2024

年建成投运。

郑州公用集团西部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是郑州市市本级规划建

设的第三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是一

项重要环保民生工程，也是加快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形象、

改善生态环境的一项重大基础设

施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

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减量化、无害

化水平和能力，有力填补该市西部

生活垃圾处理缺口，对郑州资源再

生利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发挥重

要支撑作用。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
毛生）“感谢政府对俺的关心和照顾，

让俺一出狱生活就有了着落。今后

俺一定会遵纪守法，重新做人，用实

际行动回报党和社会的关爱。”12月

20日，平顶山市湛河区司法局曹镇司

法所所长郑彦鸽与乡民政干部一起，

给刑满释放人员王某某送棉衣、棉被

等慰问品时，王某某感激地说。

王某某今年 60岁，是曹镇乡曹

东村人，2012 年因犯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10年。湛河区司法局接到关于

王某某将被释放的通知后，立即安排

工作人员对其家庭情况、社会关系进

行摸排。经查，王某某属于刑满释放

后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无亲可投的

“三无”人员，湛河区司法局遂将其列

为重点帮扶对象，曹镇司法所为王某

某协调了住所、工作岗位等，随后又

协调民政、医保、社保等部门，将王某

某纳入临时救助、医保和农村社保养

老保障范围，彻底解决其后顾之忧。

近年来，为切实做好刑满释放人

员的安置帮教工作，维护他们的合法

权益，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融入社

会，湛河区司法行政、公安、综治、社

保、民政等部门相互配合，有针对性

地做好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工

作，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

温暖，增强其对生活的信心，切实预

防和减少刑满释放人员重新违法犯

罪的发生。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
凌李辉）“安装路灯后，特别亮堂。你瞧

瞧，咱村的好乡贤李海洋真是办了一件

大好事。”12月 27日晚，华灯初上，街头

巷尾散步的沈丘县周营镇李楼营村村民

姜守文手指高挂在路旁电线杆上的太阳

能路灯笑着说。

“为方便村民夜间出行，今年 6月，

在外打拼创业成功人士李海洋主动捐资

5万元用于购买太阳能路灯，照亮了乡

村道路，也温暖了百姓心窝。”李楼营村

党支部书记欧李刚告诉记者。

李海洋今年 30多岁，2022 年被选

为周口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他曾在外

从事工程行业，艰苦打拼创业多年，如今

创业有成，并创办华泰金城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目前，周营镇像李海洋这样情

系家乡，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乡贤有

200余人。

近年来，周营镇充分发挥乡贤有情怀、

有资金、有资源、有才智的独特优势，主动

沟通，精准对接，积极引导乡贤参与家乡

建设，凝聚乡贤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社会

治理。该镇创新“乡贤+乡村振兴”“乡贤+

人才回归”“乡贤+招商引资”“乡贤+社会

治理”“乡贤+环境整治”“乡贤+社会公

益”等六类工作模式，最大限度激发美丽

乡村建设发展新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今年以来，该镇在外乡贤返乡投资

项目3个，兴办小微来料加工企业12个，

吸纳留守村民就近就地就业600余人，为

人居环境整治、教育基金会、社会公益事

业及困难群众捐款捐物价值100余万元。

郑州公用集团西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开工

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一派三建”全面提升“两新”领域党建

走访调研有温度 护航发展有力度

建立惠企政策
云宣讲服务机制 企业开办“电子化”证照办理“零成本”

四项措施齐发力 助推经济稳发展

沈丘县周营镇“乡贤+”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营
商
环
境

优优
无
止
境

无
止
境

12月27日，汝阳县靳村
乡西沟村菇农在香菇大棚采收
香菇。靳村乡在加快乡村振兴
中，实施“合作社+电商+农户”
经营模式，积极发展香菇生
产。全乡参与种植香菇农民占
全乡总户数70%以上，全乡年
种植袋料香菇800余万袋，户
均增收3万余元。康红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