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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李世旭）1月 3日，郏县茨芭镇姑

嫂寺村公路旁，一垛垛迷迭香靠

路边堆放着，几个工人正热火朝

天地往一台捋叶机里填放迷迭

香。

“迷迭香可以一次栽植多年

采收，这种药材耐旱，非常适合咱

们这里的山岗地种植，是一个很

好的致富项目。”姑嫂寺村的迷迭

香种植户薛国兰说。

“除了种迷迭香，我在 2021

年还种了20亩中药材生地，2022

年遇到了好行情，从地里刨出来

烘干后，1公斤卖到了42.5元，20

亩地收入了 37 万多元。”薛国兰

说。

姑 嫂 寺 村 有 耕 地 1800 余

亩。近年来，该村以创建“五星”

支部为契机，围绕农业产业化发

展，全面盘活土地、资金、人才、科

技等要素，大力发展烟叶种植、蔬

菜大棚种植、粮食种植、中药材种

植等特色产业，全力打造产业兴

旺星。全村现有佳音种植合作

社、建国农业种植合作社、昌盛小

麦种植合作社、国栋农机合作社

等4个农业合作社，并以合作社为

龙头，带动流转土地 1100 余亩。

全村现有蔬菜大棚 15座，种植烟

叶 400亩，还有 40余亩樱桃、杏、

柿子等果品采摘园，土地流转金

达到66万元。

为推动村里的种植大户进行

规模经营和品质提升，2022年，姑

嫂寺村还成立了村集体股份经济

合作社，协助390户群众签订了土

地流转协议。目前全村参与产业

发展的群众达70%以上。

“我村通过创建‘五星’支部，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提高了农民

的生产效率，挖掘了土地潜能，带

动了村民务工，有力地促进了农

民增收和集体经济的壮大，为我

村的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姑嫂寺村党支部书记祁国栋说。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刘天
鹏）棚外寒风习习，棚内暖意浓浓。1

月4日，西平县欣益草莓种植有限公

司的基地内显得格外热闹，数十位市

民走进温室大棚，一垄垄草莓望不到

边，翠绿色的叶片展示着旺盛的活

力，鲜红色、乳白色等各色果实点缀

其中，散发出浓浓果香。

“这里的草莓品质好、品种也多，

不管啥时候来，都能摘到中意的草

莓。”市民刘爱玲说。

“咱们种草莓关键是要抓住消费

者的需求，现在大家伙儿的生活水平

越来越高，都愿意吃品质高、口感好

的草莓，而且最好是一年四季都能吃

到。”欣益草莓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

郭慧文介绍，近年来，该公司从多方

引进“白色恋人”“粉玉”“红颜”等高

端草莓品种，同时施用有机肥、采用

蜜蜂授粉等纯天然有机种植方式，使

草莓的品质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如何检验农业是否成功，主要标

准是什么？答案是市场以及带动作

用，不仅要出好产品、卖上好价钱，更

要带动周边群众致富增收。

“草莓品相好、口感好，消费者订

单不断，这是我们与欣益公司长期联

系，大批量订购草莓的主要原因。”西

平县御都生活超市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这里干活每天能挣 50多块

钱，俺已经很满足了，总比在家闲着

强。”在欣益草莓种植有限公司的基地

内，忙着给草莓进行包装的焦三平说，

“跟俺一样在基地打工的还有 10多

人，都是附近的村民，草莓基地给俺们

提供了一份好工作，大伙都很高兴。”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李艳辉

1 月 3日，在鲁山县观音寺乡石

坡头村的菇乡情有限公司，来自山东

临沂的香菇收购商张长英一边验货，

一边招呼工人把新鲜的香菇装进一

辆挂着鲁H牌照的厢式货车里。

“我和匡总合作经销香菇多年，

他回老家种香菇，我也跟了过来。鲁

山的香菇品种确实不错，这几年我年

年来这边采购，一年能收购400多万

斤呢。”张长英说。

张长英所说的匡总叫匡长军，今

年52岁，是观音寺乡下孤山村人。他

17岁就只身赴新疆闯荡，先是在街头

摆摊卖菜，一年后开始做起蔬菜批发

业务。几年后，他见香菇销路好，又

改行专门做起香菇买卖。由于他头

脑灵活，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业务也

扩展到了整个西北地区，成了鲁山县

小有名气的“乡土人才”。

2018年 11月，在鲁山县瓦屋镇

的盛情邀请下，匡长军回乡注册成立

了九九乡情农业有限公司，承包了该

镇土桥村的52座闲置大棚，从事香菇

种植与销售。在匡长军的带动下，短

短几年间，土桥村的香菇大棚发展到

400多座，年产销鲜香菇约 2600吨，

直接和间接带动该村300多名村民就

近务工增收。

看到自己乡的“能人”被兄弟乡

镇“抢走”，并带火了一方产业。观音

寺乡党委、乡政府的干部们再也坐不

住了，2020年下半年，观音寺乡力邀

匡长军回到“真正”的故乡创业。盛

情难却的匡长军在兼顾瓦屋镇香菇

事业的同时，又在观音寺乡成立了

“菇乡情”有限公司，承包了石坡头村

一处河滩地，引进建设了32座目前国

内最先进的第三代双拱香菇棚，又建

了36座标准化香菇大棚、10个共800

平方米的冷库，购置了6台大型烘干

设备，在家乡大展宏图。

目前，匡长军已成为鲁山县一些

乡镇争相邀请的“香饽饽”。2020年，

他在团城乡新建标准化大棚 110 多

座，2021 年在熊背乡新建大棚 23

座。“目前，我公司每年可生产12000

吨鲜香菇，高峰期可带动800人就业

增收。”匡长军说。

近年来，匡长军先后获得“河南

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鲁山县“十大

优秀民营企业家”“全国食用菌产业

脱贫攻坚新闻人物奖”等荣誉，可谓

是实至名归。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陈
亚飞 冯晨彤）1月 2日，记者走进叶

县洪庄杨镇唐马村村级集体经济“两

瓜一菜”种植示范基地，看到27座温

室大棚整齐划一，大棚内一片绿意盎

然，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西

蓝花等蔬菜。

“我们基地这些蔬菜大棚种植的

是西蓝花、上海青等蔬菜，采摘下来

的新鲜蔬菜会销售到县里的各大商

超，平均每个大棚可以为我们村集体

增收 1万块钱左右。”唐马村村民蒋

双说。

近年来，唐马村依托独特的土壤

资源及区位优势，把发展温室大棚种

植作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

要抓手，积极调整种植业结构，大力

发展特色产业。由村干部带头入股，

村集体贷款融资，从村民手中流转土

地111.7亩，共投资489万元，建设温

室大棚 27 座，670 平方米育苗棚 1

个，发展三种三收的“两瓜一菜”项目

即“春秋蜜瓜+越冬蔬菜”。

“两瓜一菜”种植模式不但有效

地提高了土地产值，而且有效带动

50余名村民家门口就业，让农户的

冬闲忙碌起来，人均年收入可达 1.5

万元，同时还辐射带动周边乡村群众

积极发展这一种植模式，联合党总支

覆盖麦刘村和裴昌庙村三个村抱团

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每年可为参

与大棚产业发展的村集体经济增加

收入10万元以上。

目前，洪庄杨镇唐马现代农业产

业园一期总投资980万元的16座高

标准温室大棚已全部投入使用，二期

建的23座高标准温室大棚也即将全

部完工，未来将联村共建覆盖到 24

个村。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杨明
华）1月 3日，在汝南县常兴镇曾庄

村杨滩自然村药材加工车间，40多

名药农正忙着分拣夏枯草，切割、筛

种、压捆、打包有条不紊，给千里之

外的河北省制药厂发货。“这几年生

产形势好，夏枯草、白花蛇舌草销往

河北、山东等城市，现在离春节不到

一个月，合作社正在抓紧加工中药

材，满足春节市场需求。”常兴镇镇

长邓长岭说。

常兴镇土地肥沃，耕地含沙量

大，适宜种植中药材。近年来，常兴

镇引导鼓励村民因地制宜发展夏枯

草、石见穿、一点红、半枝莲、白花蛇

舌草等药材种植产业。“夏收夏枯草、

石见穿、一点红、半枝莲，秋收白花蛇

舌草，农闲时加工中药材，一年四季

有活干，家家户户有钱挣。”正在务工

的村民曾凤仙说。

去年，常兴镇依托中药材种植产

业，规划建设了38家中药材收购、储

存、初加工合作社，带动2000多名村

民就近就业，人均日工资 70元。目

前，常兴镇中药材种植涉及全镇 25

个村（居），面积达 10000多亩，亩效

益达 3000元，辐射带动周边乡镇种

植中药材5万余亩，常兴镇成了名副

其实的“药材大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乡

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常兴镇党委书记李浩表示，“下

一步，我们要继续扩大中药材产业发

展规模，提升药材附加值，实现种药

材发‘药财’，让村民端牢致富‘聚宝

盆’。”

本报讯 2022 年，开封市祥符区

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要求，坚持“项目为王、

产业为基、制造为要”，以“跳起来摘

桃子”的精神抓紧抓实项目谋划，产

业结构优化成果初现。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各种风险挑

战、撤县设区考验，紧紧扭住晋开三

期、朱仙镇古镇修复、产城融合示范

区建设“三大发展极”，持续培育高端

化工、农副产品深加工、智能装备制

造“三大主导产业”，加快形成百亿级

产业集群。开工建设了晋开化工产

业链、河南“多彩豫原”田园综合体、

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等项

目。

2022 年，祥符区生产总值增速

4.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速

2.9%。全年共签约项目 16个、开工

项目24个、投产项目30个，在开封市

“三个一批”综合考评中，四次位居全

市县区第一名。 （焦宏昌 王恪峰）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史
如月 李亚楠）元旦前夕，滑县农商银

行召开2023年“开门红”启动仪式暨

誓师夺标大会。

滑县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荆良表示，要走存款结构调整之路，

加强对市场的细分和客户的精分，聚

焦重点，加大对公类客户的营销力

度。要提高信贷资金的精准性和直

达性，对现有信贷体系进行重塑重

构，开展全员营销，配套尽职免责制

度，建立长效机制。线下要深耕农

区、力拓城区、专攻园区，线上要开展

直播、电商联盟等活动，真正打造指

尖上的银行。要激发“一切围绕‘开

门红’，一切为了‘开门红’”的工作热

情，全员上阵，全力以赴，迅速掀起

“开门红”活动高潮。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王
维鹏）“太方便了，真没想到营业执照

和印章一起拿到，这对公司快速进入

运营的支持很大。”1月 4日，辉县市

鸿成、鸿星两家电子商务公司的负责

人提起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同

步发放时，激动地说。

近两年来，辉县市把创新模式作

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中之重，通过

“十大创新”工程建设，让市场主体的

满意度不断提升。电子营业执照和

电子印章同步发放应用管理系统正

式启动是辉县市优化营商环境的又

一创新力作。

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的同

步发放，颠覆了过去开办企业必须领

取纸质营业执照和实体印章的传统

流程。现在企业在辉县市完成设立

登记后，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便

会自动即时生成，企业法定代表人可

直接通过手机等智能移动终端的微

信、支付宝小程序搜索电子营业执

照，经实名认证后，就可以领取、下载

和使用，也可以授权管理、持有和使

用，实现市场主体身份在一体化平台

的“一次认证、全网通办”。

据了解，辉县市将以电子营业执

照和电子印章同步发放平台为依托，

推动实现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在

亮照经营、许可办理、政务服务等领域

全面应用，增强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

和获得感，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

（上接第一版）

记者了解到，除了加工丝袜、棉袜、

筒袜，高庙村还有一个服装加工厂。这

两个项目，天天有订单，产品远销日本、

韩国、朝鲜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村里

半数以上的妇女、老人、轻度残疾人在

从事这类工作，劳动强度不高，人均月

收入3000元。而流转到“土地驿站”的

土地，人们不用动一锨一锄，每亩地就

有500元到800元的租金。

王凤华说，高庙村是全镇土地流转

较早的村庄之一，1600亩耕地全部流转

完毕。其中早期流转的1300亩耕地经

营权已转包给濮阳县丰乐种植专业合作

社，另外300亩已种上优质小麦，由村经

济合作社经营。所谓“土地驿站”，就是

为群众耕地量身打造的新家，兜底托

管。经过改良土壤、优化资源，一旦条件

成熟，便可进行经营权承包或自主经营。

从高庙等村开始，通过“土地驿站”

让土地活起来的做法，逐步在全镇推广

开来。

进入“土地驿站”的耕地，如果一时

没有合适的经营者，或经营租金价格不

理想，则村村都有合作社，由合作社自

主经营，多渠道、全方位地促进群众增

收、土地增产、农业增效。

后杜堌村就是成功自主经营的范

例。

后杜堌村党支部书记兼村经济合

作社董事长孙来盟，是个敢想敢干的80

后。他们村是全镇第一批全部完成土

地流转工作的村，除了建有木耳棚 16

座、蚂蚱棚50座、黑水虻棚25座，还建

有500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2个。村集

体经济收入从无到有，一跃迈上 15万

元大关。2021年，后杜堌村被评为全国

乡村治理示范村。

截至目前，鲁河镇各村通过“土地驿

站”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总面积达3.5万亩，

为引进现代产业发展项目奠定了基础，

2021年和2022年濮阳县5.4万亩的绿色

优质小麦项目，鲁河镇获批2.2万亩。

“看到了镇里公布的数据，俺都不

敢相信，不仅是租金提高了，加上分红，

每年能增加群众收入 1800万元以上，

解放劳动力1万人。俺村的582亩地已

经开始由村合作社自主经营，俺们要把

利润都留在村里，为群众办实事。”2022

年 12月 22日，鲁河镇前巴河村党支部

书记巴群林说。

“种一亩小麦，种子、化肥、机收等

大概需要投资400元，‘土地驿站’统一

经营（统一采购、规模化经营、机械化作

业）后，每亩节约生产支出100多元，实

现了农民增收，也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

性。解决种粮与增收的矛盾似乎答案

就在眼前，我们一定坚持走下去，找到

一把平原农区乡村振兴的金钥匙来。”

田志鹏自信地对记者说。

农民增收集体富

从2019年濮阳县鲁河镇完成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至今，全镇 47个行

政村全部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合作

社作为镇联合社股东。依托47个村合

作社建立“土地驿站”临时储备站，作为

土地流转服务平台，由村合作社整合农

村土地资源，实行规模化、集约化、专业

化、市场化经营。截至目前，镇联合社已

经发展成拥有1个综合服务公司及4个

子公司，1个实业发展公司和1个专业培

训机构的综合型服务平台，有大型收割

机、打捆机、抓草机等农业机械30台。

鲁河镇以镇联合社为龙头，村级合

作社为龙身，“土地驿站”为模式，双绑

共赢为机制，以“党心系民心、网格织真

情”为总抓手，进一步加快农业规模化

经营，减少生产投入，增加产出效益，壮

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拓宽农民收入渠

道，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王庆国是濮阳市农村合作经济与

集体经济指导科科长，他一直关注着濮

阳县鲁河镇的探索和实践。

王庆国说，鲁河镇“土地驿站”模

式，进一步夯实了土地规模经营基础。

在此基础上，鲁河镇依托镇村两级合作

社，围绕培育“一村一品”，推动农户“绑

定”合作社、合作社“绑定”龙头企业，使

得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之间建立长

期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从而实现“龙

头企业+镇联合社+合作社+农户”抱团

发展，互利共赢，把小农户带入大市场。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鲁河镇47

个村级合作社绑定农户 9300户，绑定

镇联合社、北大荒集团、百信实业、裕康

奶牛、神龙纺织、荣益服装等龙头企业6

个，已培育发展刘坊村、前巴河村、新

村村、南杨什八郎村等村级合作社自主

经营“土地驿站”储备土地。仅新村村

2021年自主经营土地100亩，就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入8万元。中巴河、许屯等

村与镇联合社共同经营、共同发展。后

杜堌、季什八郎、鲁河、刘南孟、前南孟、

窦楼等村与北大荒集团签订协议，合作

联营、联体发展。

通过“土地驿站”，农户土地流转由

自发盲目流转到规范有序流转，土地流

转费由亩均500元提高到800元，通过

镇村两级集体经济组织争取上级农业

优惠政策，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化服务，

“土地驿站”经营主体每亩节约生产支出

100多元，有效提高了经营主体种粮积

极性。另外农户还享受分红收益，每年

增加群众收入1800万元；解放农村劳动

力1万多人，增加务工收入3.6亿元。

镇、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农业社会

化服务增加了集体收入。2022年，镇联

合社生产服务营业额 2643万元，利润

315.8万元，其中向47个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分红139万元，平均每个村增加集

体收入 3万元。47个村全部实现有集

体收入，其中年收入 10万元以上的村

10个，年收入 5万以上的村 14个。“土

地驿站”助推了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

营，为引进现代产业发展项目奠定了坚

实基础。2022年镇联合社与央企北大

荒粮好农业服务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共建高标准粮食生产基地、收储及

加工项目。

鲁河镇的做法也有力地推动了群

众共同富裕。以新村村为例。在调查

研究、充分听取民意的基础上，通过“4+

2”工作法制定了《新村村集体收益分配

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将村集体经济发

展成果惠及每一位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自种的 491亩

耕地，产生的收益50%用于入股群众分

红，35%用于再生产，15%用于村公益

事业。探索出“土地入股分红+资金入

股分红+务工收入”的分配方式，实现

“农民不种地、土地增效益、额外有分

红”的目标，激发群众自发参与集体经

济发展的积极性。在分红收益的基础

上，村集体又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村公

益事业。2022年村集体经济统一支付

了全村水费，为全村 60周岁以上老人

免费发放食用油，为文明卫生户、五好

家庭、好媳妇、好婆婆等光荣家庭和个

人发放物质奖励。

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濮阳鲁河实践

一位被“争抢”的乡土人才

祥符区

百亿级产业集群“羽翼渐丰”

提升服务有实招

滑县农商银行奋楫笃行“开门红”

产业为基 夯实乡村振兴路

西平县 草莓映红“莓”好生活

汝南县常兴镇 中药材成致富帮手

叶县洪庄杨镇“两瓜一菜”增收益

郏县姑嫂寺村

超7成群众
靠产业增收

1月3日，在宝丰县石桥镇石桥村，刚刚购买了行头的舞龙队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排练。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乡村振兴注
入了新的动力，也进一步点燃了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信心。元旦、春节紧相连，村民们以这种传统的文艺形式迎接兔年新
春的到来。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刘淑改 摄

辉县市

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同步发放

（上接第一版）

围绕“三清两建”、村党群服务中

心功能拓展提升和“五星”支部创建，

在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上持续发力。

新创建“三星”及以上支部1000个左

右，具备“7+N”功能村（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达到966个，“三清两建”实现

动态清零，所有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

稳定在10万元以上。

围绕质效提升，在完善工作机

制上持续发力。严格落实《乡村振

兴责任制实施办法》，完善乡村振

兴年度考核办法，坚持好“月调度、

季通报、半年观摩、年度总结”机制，

落实重点工作项目化、清单化、台账

化、责任制“三化一制”管理，提升

“三农”干部工作本领，用奋斗创造奇

迹，为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在现

代化建设新征程中重振洛阳辉煌贡

献更多“三农”力量，努力把乡村振

兴、农业强国的宏伟目标变为美好

现实。

为重振洛阳辉煌贡献更多“三农”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