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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华 为农机装上智慧“芯”□黄红立 许金安 刘小磊 李波

洛阳，是我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

红”的诞生地。目前农机装备产业具备

年产15万台拖拉机、1.5万台收获机械

产能，产业规模超 300亿元，是重要的

农机装备研发生产基地。

大产业的背后，除“中国一拖”外，

还有数十家民营企业的身影，位于洛阳

市西工区的洛阳汇四海机器人科技有

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双方向盘”“电子挡杆代替方向

盘”“360°原地差速转向”“意念控

制”……30多年来，洛阳汇四海机器人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华逐梦前行，潜

心钻研，带领研发团队一次次突破技术

难关，给“小铁牛”装上智慧大脑，为农

业现代化注入了强劲动能。

创业 诚信经营积累信用财富

1963年，周华出生在驻马店市新蔡

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兄妹6人他排

行老大，小时候周华是在饥饿中成长

的。

1982年高中毕业那年，周华的父亲

患脑血栓住院，即使卖掉家中唯一值钱

的耕牛，也没能挽留住父亲。常年结核

病、身体本来就不好的母亲从此卧床。

风雨之中，周华挑起了家庭重担。

周华说，他遇到过三个“贵人”。第

一个是1985年借他人生第一笔500元

“巨款”的同学。“比现在的 5万元都珍

贵，刚生小孩，加之母亲要长期吃药，那

钱让全家度过了断粮的困境。”

第二人是带他接触拖拉机的亲

戚。亲戚在“中国一拖”厂区门口经营

拖拉机配件，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东方红”拖拉机红遍大江南北，配件紧

俏。“1988年秋罢，种上小麦后，我来到

洛阳，结缘拖拉机！”周华说。

几年时间，周华不但熟悉了市场，

还将拖拉机的构造摸得一清二楚。

二十世纪 90年代前后，大型履带

式拖拉机在内地已不常见，但在大规模

开荒造地、大面积作业和有众多大型农

场的新疆、内蒙古仍是主力军。

1996年，周华进军新疆的南疆，将

配件店设在了巴音郭勒盟自治州农机

公司隔壁。开业之初，周华据理力争，

抵挡了当地同行的无理纠缠与挤压，凭

着质量和诚信站稳了脚跟。

从“被打假”到被邀请加入当地打

假协会，“凭良心挣钱，不坑农”是周华

的原则。柴油泵是发动机易损件，当同

行还在“质保半年”的时候，周华推出了

“终身质保”和“免费校油泵”服务，赢得

了客户和市场。

后来，周华又在阿克苏地区建立了

配件及整机销售网点。

“卖配件、卖拖拉机都挣钱，造拖拉

机岂不更挣钱？”2002年，周华带着所

有积蓄返回洛阳。筹措资金“招兵买

马”，两年精心准备，2004年年初在西

工区注册成立了洛阳映山红拖拉机有

限公司，走上了制造拖拉机的道路。

突破 科技创新赢得发展先机

1 月 2 日上午，“洛阳汇四海机器

人”会议室电脑屏幕前，周华转动手中

的旋钮，远在陕西的一台装有自动驾驶

操控系统（北斗应用终端）的拖拉机便

开始使出浑身力量，在苹果地旋耕作

业。

一个面积仅有 10亩、员工 50余人

的小厂，还拥有此等技术？

16年经销经验，创业之初，周华就

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2006年 3月，他带领团队苦战一个

月，率先推出了方向盘液压助力单缸小

四轮车型，提高了驾驶舒适性，“新东

方”牌拖拉机异军突起。

2007年 10月，周华带领团队又推

出了国内首台多缸拖拉机，研发成本

高，价格高，市场不占优势，但研发从未

停止。

新疆等地正在改变种植模式，香

梨、大枣、核桃等林下空间低矮，传统拖

拉机不能很好适应作业需要，这让周华

眼前一亮。

2010年，首批220余台“体积小、动

力强”的“果园机”投放新疆；2013年，

“侧座椅”式拖拉机进一步降低了驾驶

位，通过性更强，有效规避了驾驶员作

业时可能被树枝挂伤、碰伤。

2014 年，周华的公司与解放军信

息工程大学合作，攻克“电子挡杆代替

方向盘”技术，实现“遥控作业，人机分

离”；2015年8月，全程无人驾驶技术取

得突破，成为国内首个将导航技术运用

到拖拉机，并实现路径规划、全程无人

驾驶的公司。

2018 年 10 月，周华公司研发的

“能实现轮履互换和360°原地差速转

向新型履带拖拉机”，再次成为国内首

创。去年9月，洛宁县一油用牡丹种植

基地一次性购买了 20 台用于田间除

草。

2019年 12月，周华又注册了洛阳

汇四海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农

业机器人研发和生产制造，推出了电动

智能果园作业平台。

3大系列30多个品种，见证了周华

同公司研发人员的孜孜追求。

十多年来，周华几乎所有的赢利

2000余万元都投入创新研发，以至于

厂区规模、生产环境没有大的改观，甚

至没有一个像样的餐厅，周华为此深感

愧疚。

农技一小步，农业一大步。周华

说，他的第三个“贵人”是党的好政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方位夯实粮

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

线，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强化农业科技

和装备支撑。这为公司发展指明了方

向，将发挥特色优势，提升农业装备科

技研发水平，努力在推进农业智能化上

不断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作出农机

人科技“芯”贡献。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刘
力娜 李亮）1月4日，交通运输部官网

发布《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

办公厅国家邮政局办公室国家乡村

振兴局综合司关于公布2022年度“四

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创建单位名单

的通知》，潢川县作为信阳市唯一城

市成功入选“2022年‘四好农村路’全

国示范县创建单位名单”。

2022 年 ，潢 川 县 锚 定 市 委

“1335”工作布局，聚力县委“12345”

工作思路，坚持“以路惠民、以路兴

业”，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

发展，着力完善“大动脉”、畅通“微循

环”，建设一条条产业致富路、生态旅

游路、幸福民生路，奋力当好“美好生

活看信阳”开路先锋。截至目前，全

县农村公路里程达2355公里，城乡交

通运输一体化水平达 5A级，先后被

授予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万

村通客车”提质工程示范县等荣誉称

号。潢川县交通运输局被评为“全国

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四好

农村路”建设已经成为当地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亮点工程。

下一步，潢川县将以全国“四好

农村路”示范县成功创建为契机，进

一步推动“四好农村路”提质扩面。

完善工作体系，进一步完善农村公路

高质量发展体系，推动全县“四好农

村路”建设更好地服务农业农村现代

化发展。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
新强 朱亚飞）“我们村入选（河南省第

二批）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

单，这是最好的新年礼物了。”1月 3

日，鲁山县库区乡东许庄村党支部书

记王建有兴奋地说。

东许庄村属水库移民村，2012年

有 1000余人搬出深山。怎样让搬迁

群众留得住、稳增收、安居乐业，成了

该村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为此，该县、乡、村邀请农业农村

部蓝莓树莓项目首席专家李亚东教

授一行前来考察。专家组考察后，认

为东许庄村一带地处水库边，土壤、

地貌、湿度等非常适合蓝莓生长，是

国内为数不多的蓝莓优生区。

经过10年的发展，东许庄村先后

吸引豫尧、蓝沃、奕源、沃德等众多实

力雄厚的专业公司到此并落地生

根。在蓝莓产业做大过程中，该村群

众通过土地流转、到园区务工、参股

经营等形式，直接收益达1000万元。

2022年 12月 26日，河南省农业

农村厅正式下发文件，东许庄村入选

（河南省第二批）省级“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名单，也是鲁山县唯一的上榜

村镇。

“下一步我们将以入选‘一村一

品’示范村镇为契机，将蓝莓产业向

精细化方向发展，做活特色农业大文

章，助力乡村振兴。”鲁山县委常委、

库区乡党委书记周勃说。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杨
林涛）1月 4日沁阳市西向镇西向五

街村的党员活动室内，一群人或围

坐或忙碌，热议着镇里刚刚印发的

纾困解难二十二条措施。

近日，西向镇在全镇范围内组

建村亲情帮扶小分队，开展“新春送

温暖”服务，制定“二十二条措施”，

用实际行动聚民心暖人心。

“目前在已掌握的重点人群、次

重点人群和一般人群的基础上，进

一步精准掌握基本情况和实际需

求，对照全镇三类监测户、‘六帮六

助‘户、计生特殊家庭以及65岁以上

老人、0~6岁儿童等重点人员台账，

逐一敲门入户走访，问诊健康情况，

发放‘健康爱心包’（包含解热镇痛

药、维生素C、健康宣传折页等）。”西

向镇党委副书记葛伟介绍。此外，

以独居、空巢、留守、失能、重残、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等人群为重点，明

确联系服务人员，采取上门走访、电

话联系等方式，跟进了解重点对象

情况，精准掌握困难需求，开展常态

化探访关爱服务。

“我们主要对单亲家庭、独居老

人家庭等开展走访慰问，了解他们面

临的困难和需求，并予以帮助。”西向

五街村亲情帮扶小分队负责人胡培

林说。

据悉，“新春送温暖”实行四级遍

访机制，组织镇、村、组、联户党员逐

门逐户开展困难和特殊群体家庭走

访和调查摸底工作，建立并动态调整

重点人群花名册，对群众问题诉求，

亲情帮扶小分队能解决的立即解决，

不能解决的及时上报，协调解决。

“西向镇将‘新春送温暖’作为

首要督查事项，对帮扶情况、各村解

决群众诉求和一般生活类、政策保障

类问题办理情况进行督查督办，并将

督查结果运用到年度考核和评优评

先中，树立工作导向，督促工作落细

落实。”西向镇党委书记王淑霞说。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郭秦
森 靳同庆）“听说这个‘大锅药’能增强

体质，提高免疫力，就来领几份让家里

人都喝上。”1月3日，前来修武县中医

院领取汤药的张大爷说。

为提高广大群众抵抗力，降低病

毒感染风险，修武县充分发挥中医药

在应对新冠病毒感染治疗的特色和优

势，组织修武县中医院专家团队配制

新冠病毒感染的中药处方“止嗽散”，

免费给全县人民群众熬制发放“大锅

药”，帮助广大群众科学应对新冠，提

高免疫力。

在修武县中医院大门口，前来领

取“大锅药”的群众络绎不绝，工作人

员将一份份带有“温度”和“温暖”的汤

药递到大家手中，耐心细致地为大家

讲解预防流感的相关知识。此次“大

锅药”主要由荆芥、防风、桔梗、陈皮、

橘红、甘草等12味中药熬制而成，具有

疏风散寒，宣肺润燥，止咳化痰等功

效。

据悉，免费发放“大锅药”在修武

县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每到冬春季节，

修武县卫健委充分利用中医药预防的

优势，组织中医专家开具预防流感的

中药处方，在全县免费熬制“大锅药”

发放，不仅传承了中医药预防治病的

传统文化，也起到了守护群众身体健

康的作用。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孙书
贤 吴帅钢）1月 4日上午，在郏县渣园

乡郝庙村，各家小院作坊里机声隆隆，

热气腾腾下着粉条，广场上、路边上拉

扯起的绳子上挂满了粉条。

走进村民王新正家的粉条作坊，

只见大锅台上的炉火正旺，锅内的水

沸腾着，一名男子把揉好的粉团加入

漏斗器里，随着机器的拍打，一根根粉

条均匀地从漏斗器下入沸水里。一位

妇女用一双特制的木筷子快速地将粉

条从大锅内捞出，然后经过冰水挂杆。

近年来，渣园乡调整产业结构，大

力发展农特产深加工产业，发挥郝庙

村悠久的粉条加工优势，引导村民抱

团加工粉条。

王新正介绍，他们从去年12月初就

开始下粉条了，每天要制作2000斤粉

条。“现在粉条行情不错，一个冬天我们每

人能收入4万多元呢！”村民王新奇说。

村民刘二星和妻子在田间道路上

扯起绳子晾晒粉条，一眼望不到头。

刘二星说，他这个冬天加工红薯10多

万斤，加工粉条两万斤，晒干的粉条以

9元一斤的价格销售到了鲁山、漯河、

洛阳等地。

据悉，像王新正、刘二星一样专门从

事加工粉条的农户，在郝庙村就有40多

家，全村一个冬季加工粉条50多万斤。

仅此一项，郝庙村就可收入400多万元。

潢川县

入选“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鲁山县东许庄村

入选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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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赵永昌

“搞种植不能盲目跟风，不仅要注重产量品质，更要

把握好销路，只有这样才能规避风险，增收致富才有保

障……”1月 5日上午，商水县平店乡袁庄村种植大户袁

小勇对自己的“种植经”侃侃而谈。

今年37岁的袁小勇，16岁下学后就开始“独闯江湖”

了。他北上北京卖过菜、南下广州进过厂，干过电子家具

普工业务员，后来又做了格力空调维修工。家乡的“黄土

情结”始终放不下，2021年开始返乡创业发展种植业。

在乡工会、商会等部门帮助下，他和妻子刘卫卫共同创办

了“商水县鑫通家庭农场”。

采访交谈中记者发现，“人少我多”是袁小勇的第一种

植方向。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因为自家只有5亩耕地，

种得再好、收入再高，无论如何也很难快速致富。他通过

走访联系家里劳动力少、不愿种地的相邻乡亲，以每年2.8

万元的总价流转土地40亩，为增收致富奠定了第一基础。

常言说得好，物以稀为贵。袁小勇认为，“人无我有”

必须作为种植户的思路和导向。由于当地种植的都是常

规蔬菜，他不打算盲目跟风，只身到山东平度、昌邑考察，

当年就引种了10亩优质黄姜。通过朋友介绍，又种植了

10亩洋甘菊，剩余20亩地种植了常规农作物小麦、玉米。

“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可以说是袁小勇的种植“法

宝”。2022年村里其他人也种植了黄姜，袁小勇对13亩

黄姜精心管理实现了优质高产。为了拓展销路，他又提

前联系了收购商，结果，黄姜收获后不出地头就被客商抢

购一空，亩产值达2万余元。同时，他又到山东安丘等地

考察引种了 12亩金丝皇菊，鲜菊花收获时也被抢购一

空，亩产值近4000元。

“去年玉米收获后，我种植了15亩优质洋葱，今年还

计划再种10余亩‘订单芋头’，这两样东西产量高都不愁

卖……”谈起今后的设想打算，袁小勇告诉记者：“国家惠

农利农政策多、种田水电方便，趁我们夫妻俩还年轻，争

取两三年内把农场土地扩大到100亩以上”。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杨明华

50亩水面碧波荡漾，鹅鸭戏水；岸边果树成行，绿

油油的夏枯草长满树下；塘埂上，30多只白山羊休闲

地吃草。“别小看俺这个生态园，一年有20多万元的收

入呢。”生态园主赵新民乐呵呵地说。

赵新民和爱人杨留英家住确山县刘店镇独山村，

今年都已 72岁。2009年春节前，老两口受外甥女婿

的邀请，到汝南县常兴镇韩寨社区巨坡生态园帮忙看

鱼塘。鱼塘是过去废弃砖窑厂改造的，加上坡地，面积

有 98亩，其中水面有 50亩。赵新民按照每平方米放

养2条鱼的标准，每年放养鲤鱼、鲢鱼、草鱼、鲫鱼等6

万尾鱼苗，每天投喂玉米和麦麸。为增加收入，赵新民

打出垂钓的牌子，以每人每杆每天100元价格，吸引钓

鱼爱好者前去垂钓，每年有2万元的收入。鱼塘每3年

收获一次鱼，大的有10来斤，小的也有七八斤，50亩水

面平均每年有5多万元的进账。赵新民还利用水面大

的优势，放养 30多只鹅鸭。“一年到头吃不完的肉和

蛋。”杨留英说。

鱼塘西侧，有40多亩坡地，赵新民利用坡地种植

桃、李、杏等果树300多棵，过上春赏花，夏乘阴，秋摘

果的生态田园生活。“光水果一年就有2万元的收入。”

赵新民说。为实现立体增收，赵新民和爱人还在果树

下种植中药材，仅夏秋两季，收获白花蛇舌草、夏枯草

3000多斤，每斤市场价7元，一年收入2万多元。

赵新民夫妻还利用坡地种植牧草，喂养白山羊30

多只。“光母羊就有20多只，今年能发展到60多只，年

底能有10万元的收入。”赵新民说。

在赵新民的房屋旁，有2间小平房，杨留英买来一

头黑母猪喂养，去年11月份下了13头猪仔，卖了5000

元。“母猪一年2窝，今年至少能有1万元的收入。”杨留

英说。

人老心不老，创业有成效。赵新民、杨留英老两口

以辛勤劳动换来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每年有20多万

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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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李宏
宇）“真是没想到，在外漂泊了一年，刚

到家就能用上放心电，体会到了浓浓

的家乡情，家里亮堂热乎，感觉格外温

暖！”1月4日，刚刚从外地打工回来的

正阳县兰青乡方庄村村民张彦斌谈起

回家的感受，不由得对国网正阳县供

电公司周到的服务竖起大拇指。

随着春节日益临近，春节“返乡

潮”即将到来。为了确保返乡人员用

上安全电、放心电、满意电。国网正

阳县供电公司着力在服务上下功夫，

在细节上做文章，采取“五项措施”全

力确保返乡人员无忧无虑用好电，亮

亮堂堂过新年。

设备巡视，补强电网。紧密结合

用电高峰期特点，统筹安排所辖10个

中心供电所对农村地区的用电设备

和高低压线路进行全面“特巡”，提升

电网供电能力和供电质量。 登记建

档，动态对接。提前摸排掌握返乡人

员信息，了解用电需求，做好动态跟

踪服务。 主动走访，除患解难。组织

党员服务队主动上门，对返乡人员家

中的线路、开关、闸刀、漏电保护器等

进行“体检”，消除安全隐患。 绿色通

道，用电无忧。开辟快捷用电“绿色

通道”，为返乡人员提供报修、咨询等

“一站式”用电服务。安全宣传，营造

氛围。通过摆摊设点、走村入户和微

信群、村村响广播等“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发放冬季安全用电宣传

单和“致返乡人员的一封信”，让返乡

人员感受到电力服务的温暖。

本报讯“我平时在香菇大棚打

工，一个月有 2000 多块钱的工资。

这活不累，而且还能照顾到家，挺

好！”1月5日，在息县彭店乡香菇种植

基地大棚内，正在采摘菌菇的村民方

圆治对笔者说道。

彭店乡把食用菌产业作为“一乡

一业、一村一品”扶贫主导产业。在

该乡的香菇种植基地，放眼望去，标

准化香菇大棚鳞次栉比。大棚内整

齐的架子上分层排列着一个个长约

半米的香菇菌棒，菌棒上长满了姿态

各异的香菇，可谓是“座座大棚绽放

菇花，处处弥漫菇香”。

“香菇的生产周期短、见效快，生

产过程中用工需求比较大，香菇基地

解决了50余人就业，为附近群众提供

了一个家门口就可以挣钱的平台。”

彭店乡郑庄村负责人说。

小香菇发展成大产业，掘开了

富民增收的“源头活水”。香菇产业

已经成为该乡助推乡村振兴的一张

“新名片”，让更多的村民实现稳定

增收。

现如今，彭店乡已建成蘑菇产业

基地4家，拥有256座香菇大棚，可满

荷装载菌棒75万棒，年产香菇180万

斤，已建成集“种、销、育”于一体的蘑

菇产销产业链，持续推进食用菌产业

裂变式发展，建设“蘑菇之乡”，“小香

菇”真正成为引领当地乡村振兴的

“大产业”。 （李振阳 余江）

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

确保春节返乡人员用电无忧

息县彭店乡

香菇产业发展旺

修武县 免费汤药送居民

沁阳市西向镇

亲情帮扶到家中

郏县郝庙村 村民抱团发展粉条产业

1月5日，汝州市
庙下镇唐店村返乡农
民沈利恒（左一）在和
工人们一起展示刚采
摘的草莓。2018年，
该村开始发展草莓种
植，并高薪聘请浙江
草莓种植专家进行指
导，现已发展草莓大
棚近500个，草莓种
植大户25个，每亩纯
收入3万元。唐店村
现已成为远近闻名的
草莓专业村。

本 报 记 者 杨 远
高 通讯员 崔高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