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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农业强国看河南农业强国看河南 乡村产业发展篇乡村产业发展篇

□本报记者 吴向辉

1月5日，走进洛阳市孟津区小浪底镇

明达村的草莓种植基地，清新的果香扑鼻

而来，放眼望去，大棚内簇簇绿叶间点缀着

一颗颗鲜红的果子，令人垂涎欲滴。村民

们在一垄垄草莓田间忙着采摘顾客刚下单

的草莓，一派繁忙的景象。

村民孙抓子娴熟地在垄间选摘着草

莓，“村里的草莓大棚有30多座，平时有

20人左右在这里进行管理，在这儿每月能

收入4000多块钱，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孙抓子说。如今，明达村将绿色生态农业

与乡村旅游产业进行融合，延伸乡村旅游

产业链，拓宽了村民增收致富渠道。

在中原大地，特色产业发展带动乡

村发展的案例比比皆是，小产业做出了

大文章。

近十年来，我省依托资源禀赋、市场

环境等优势，大力发展优质专用小麦、花

生、草畜、林果、蔬菜、花木、茶叶、食用菌

等十大优势特色农业，推动酒业、奶业、

中医药业振兴，优势特色农业产值占比

达57.8%，肉、蛋、奶、蔬菜、食用菌等重要

农产品产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前列。

河南特色产业迸发出的巨大力量，

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柘城县做大做强辣椒产业，演绎了从

“中国三樱椒之乡”到“中国辣椒之都”的传

奇。形成了集新品种研发、规模种植、精深

加工、仓储贸易、会展经济于一体的全链条

产业格局，目前，柘城县辣椒种植面积常年

稳定在40万亩，年产干椒12万吨，年交易

量突破70万吨、交易额100亿元。

当前，我省大批特色农业产业完成

规模化、标准化建设，跨入绿色化、品质

化周期。

据统计，截至 2022年年底，我省已

申请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

基地61个，创建总面积达到1526万亩，

标志着占全省 13%的耕地、16%的基本

农田、20%的高标准农田将实现绿色食

品标准化生产。

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

化，农业从生产型向经营型持续转变，我

省农产品产业链不断延伸，生鲜、冷链等

供应链高效完善。

在食品名城漯河，有以双汇等为代

表的肉类加工产业集群，有以卫龙食品、

南街村集团等为代表的粮食深加工产业

集群，有以可口可乐、统一等为代表的饮

料产业集群……漯河已形成涵盖肉类、

面制品、果蔬、饮料和休闲食品五大行业

1000多个品类的食品产业集群。

不仅是漯河，我省坚持以“粮头食

尾’‘农头工尾”为抓手，推进“三链同

构”，加快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通过

实施企业升级、延链增值、绿色发展、质

量标准、品牌培育行动，推动农产品加工

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品牌化方向转型升

级。2021年，全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

企业6344家，营业收入约1.7万亿元，居

全国前列。

基于原材料、交通区位、劳动力等优

势，我省逐渐成为全国重要的食品加工基

地，贡献了全国1/2的火腿肠、1/3的方便

面、1/4的馒头、3/5的汤圆、7/10的水饺。

中原熟，天下足。河南作为农业大

省、粮食大省，近年来深入推进“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实现了从国人粮仓

到国人厨房再到世人餐桌跨越三部曲。

如今，河南正以十大优势农产品生产

基地建设为抓手，积极调整种养结构，持

续深挖特色农产品资源优势，以加工业为

核心引领延链聚链，以品牌建设带动价值

提升，以平台载体建设融链强链，加快优

势特色农业的发展，以优势特色产业引领

农业提质增效，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李梦露

近年来，河南乡村设计逐步起势，

全省各地越来越多将设计引入农业农

村发展过程，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提供了一定支撑。

“2022年 8月，省政府出台了关于

设计河南建设中长期规划和设计河南

建设行动方案，把乡村设计作为重要

内容，明确以乡村设计谱绘新时代诗

意田园，举办乡村创意设计大赛，打造

设计创新平台、建设专业设计园区、培

育设计人才，为推动我省乡村设计奠

定了坚实基础。”1月 12日，省政协委

员、省乡村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汪

秀莉谈到自己的提案背景时说道。

2021年起，省农业农村厅牵头连

续举办了两届印迹乡村创意设计大赛

河南赛，为河南建设“记得住乡愁”的

宜居宜业乡村注入活力。

“总体来看，我省乡村设计仍然处

在起步阶段，与设计行业发达的浙江、

江苏和同为农业大省的山东相比，整

体发展水平较为滞后。”汪秀莉说。

在今年的提案里，汪秀莉建议，

要从四方面推进我省乡村设计的发

展，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和政策资金支

持，建立省直有关部门参加的协调配

合工作机制，整合各有关部门和省农

科院、省高校等设计资源，推动形成

农业农村设计机构体系，出台农业农

村设计指导意见和针对性政策措施，

抢占全国农业农村设计发展的制高

点。二是打造河南乡村设计大赛品

牌，设立官方“农业农村设计奖”，促进

更多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设计项目

落地。三是开展乡村设计示范创建，

依托“十县百镇千村”建设工程，每年

遴选一批美丽乡村设计示范案例；依

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等

载体，推出一批产业设计示范案例，以

产品设计提升品牌效应。四是建立农

业农村设计人才培养机制，在高校设

立农业农村设计学科，加快理论研究

和人才培育，同时结合“人人持证·技

能河南”开展农业农村设计人才培训

持证工作，支持农民工、中高等院校毕

业生、退役士兵和科技人员等返乡下

乡开展设计创新。

□本报记者 李梦露

“河南作为粮食生产大省，近年来

粮食产量稳定攀升，逐渐进入量质并

重的时代。”1月12日，省政协委员、河

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院长李洪连

强调了保障粮食质量安全的重要性。

粮食的“质”指的什么？除了营

养、食用品质外，还有包括真菌毒素、

农药残留和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在内

的安全品质。

“全球每年有25%的粮油作物受到

真菌毒素的污染，我国每年真菌毒素污

染造成的粮油损失累计达3100万吨。”

李洪连说，他在基层调研时发现我省也

有大量真菌毒素污染的案例。

“真菌毒素污染会发生在粮食从

种到吃的整个过程。产毒真菌一般在

田间就可以开始侵染，随后在收获、干

燥、贮藏、运输、加工过程中逐步增

加。”李洪连说。

除生长期病菌侵染外，一些农户甚

至是种粮大户，受限于收储条件，在机

收环节因籽粒破损或霉捂，或贮藏过程

中温湿度控制不当等，都会有可能导致

籽粒霉变和真菌毒素产生甚至超标。

“官方或者比较大型的粮食收储机

构有完备科学的检测和贮藏条件，能够

及时发现毒素超标并采取相应的减降

措施，严重超标时会被用来生产工业原

料或者被停止在市场上流通。”李洪连

说，在调研中发现，大部分粮农、小的粮

食加工厂和收购点对真菌毒素的存在

和危害都缺乏足够的了解和重视。

“我今年的提案之一就是呼吁各

界提高对真菌毒素污染的重视，使广

大农民特别是种植大户、粮食收购人

员、粮食贮藏和加工人员、各级农技人

员、各级农业领导都要了解真菌毒素

的种类和危害，真菌毒素污染的途径

及减降技术。”李洪连说。

同时，李洪连建议要加大资金和

项目支持，设立科研专项，强化真菌毒

素快速检测技术、农作物抗毒素育种、

真菌毒素高效减降技术及产品研发等

工作力度，不断提升我省粮食安全科

技支撑能力。

□本报记者 王侠

“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宋氏

中医外科传承人，我已经在基层从医

43 年了，这次参会，我是带着基层中

医的心声来的，农村缺少中医，基层的

百姓急缺中医简便廉验的治疗。很多

民间老中医随着年龄的老化，有些技

术经验已经断代了。所以我建议要重

视基层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把我们

河南建设成为中医药强省。”1 月 12

日，省人大代表、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

党支部书记、院长宋兆普语重心长地

对记者说。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们

再次见证了中医药在人们生活中发挥

的重大作用，如减轻症状、控制病情进

展、减少激素用量、减轻并发症等。”宋

兆普说，“在一些乡镇卫生院，中医科室

也很少见到，即使有也是中医西治，中

医传统的号脉、舌诊等诊断技术，也在

基层逐渐失传。”

宋兆普说：“我建议尽快出台进一

步加快中医药发展的政策和规划，如对

名中医学术交流及对疑难病症效果好

的方剂，列入省级、国家课题，启动省保

护性工程，加快中医药强省建设步伐；

医保政策上，进一步加大中医药支持力

度，对一些疗效明确的院内制剂纳入医

保范围，对一些实用效果好的中医理疗

项目，取消报销限制；对基层中医人才

的培养，建议省内中医专家、重点专科，

定时、定点到基层培训帮扶；制定基层

中医到上级医院进修学习规划，举办专

题性培训班等方法，让基层中医提高为

人民服务的技能；对非遗传承的中医，

提供优惠条件，设立国医馆或中医堂，

开展中医药知识进校园等活动，使整个

社会形成发展中医、重视中医、振兴中

医的浓厚氛围；提高基层中医的待遇，

营造拴心留人的环境，促进基层中医队

伍建设。”

“乡村振兴，一个重要的基础是百

姓少生病、不生病，健康长寿。呼吁重

视中医药文化的传播，让更多的年轻人

认识到中医的真谛，了解学习中医，传

承中医文化，通过大力推广中医的文

化、知识、方法，让人人都享受到中医服

务。”宋兆普说。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周颖

《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纲要》指出，推进重要节点城市特色错

位发展，支持建设驻马店“国际农都”。

遂平县作为“国际农都”重要载体，中国

（驻马店）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的重

要组成部分，如何充分利用这一区位优

势，在助力驻马店“国际农都”建设的同

时，实现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呢？1月

13日，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了省人大代

表、遂平县县长李振南。

李振南表示，遂平县主动融入驻马

店“国际农都”建设，重点抓好三个方

面：一是扛稳粮食安全重任。遏制耕地

“非农化”“非粮化”，加快高标准农田建

设，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50万亩

以上、粮食产量 13亿斤以上。落实种

业振兴行动，加快推广良种良法配套、

农机农艺融合。二是加快农产园建设

步伐。坚持把农产园遂平区域建设作

为一号工程，持续完善园区基础设施，

加快推进驻遂连通工程、中禾热力等项

目建设，不断提升园区承载能力，增强

集聚效应。三是培优做强食品制造

业。着力打造面制品、速冻冷鲜、油脂

加工、休闲食品、烘焙食品、饮品6条产

业链，力争三年内，产业集群总产值突

破300亿元。

今年两会，李振南带来了三条建

议，其中一条就是加大对驻马店“国际

农都”建设的支持力度。

“‘国际农都’是省委赋予驻马店新

的战略定位，中国（驻马店）国际农产品

加工产业园是‘国际农都’建设的重要

载体，已经步入发展‘快车道’，按下‘快

进键’。但融资难、用地紧张等问题却

成为中国（驻马店）国际农产品加工产

业园发展的制约难题，建议：加大中国

（驻马店）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

发展相关政策的落实力度，不断强化用

地保障，省级层面设立中国（驻马店）国

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发展引导基金，在

中国（驻马店）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

招大引强、企业发展、项目建设中予以

支持。”李振南说。

（上接第一版）

“我村的家风馆建成以来，

每当在外地务工、求学、发展的

村民回村，第一件事就是到家风

馆打卡观赏，家家户户都希望自

己的家人或者后辈能登上家风

馆的‘精英墙’和‘榜样墙’，这是

一种崇高荣誉，更是一种良好家

风的传承。”郾城区龙城镇冢马

村党支部书记马连军说。

外表为形，内涵为要。去年

以来，漯河市纪委监委把家风建

设作为“三不腐”一体推进的重要

抓手，积极探索家风建设新载体，

全方位推动家风建设进机关、进

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

家庭。

2022年3月至11月，该市纪

委监委以“清风传家廉润沙澧”

主题活动为抓手，先后联合市妇

联、市教育局开展了“悠悠沙澧

家风传”主题征集、“家风伴我成

长”征文等系列活动，持续夯实

廉洁家风建设文化根基。活动

期间收到家风故事、家规家训、

勤廉家书等各类作品 989件，最

终评选表彰优秀作品 155项、先

进组织单位 17 个，并编印成书

《清风传家廉润沙澧》5000册，在

全市引起良好反响。

拓展新平台，推行“一厅一站”

家风家教特色模式，发挥家庭家教

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

用，是漯河市纪委监委在家风建设

中的又一创新之举。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即

将召开之际，该市纪委监委与有

关单位融合全市名人家风故事、

舞阳农民画、剪纸等特色文化元

素，在市博物馆联合打造了“献礼

二十大 家和万事兴”家教家风主

题展厅，以丰富的图片和翔实的

文字展现古代先贤的家族精神、

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当代家庭

的文明风采，持续深化全市广大

党员干部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

教、传承好家风的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有力营造崇德治家、廉

洁齐家、清风传家的清廉家庭氛

围。

2022年 7月下旬以来，漯河

市纪委监委还联合市妇联、市文

明办、市教育局等单位，在探索

实施了“家·驿站”家庭教育公益

项目，推动落实家校社协同育人

机制，不断提升家庭在家风家教

引导中的专业性、精准性和实效

性，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全市

65个城市社区实现家庭教育公

益指导服务全覆盖，已开展活动

215场次，5万人受益，该项目被

漯河市文明委评为优秀志愿服

务项目。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

家。我们通过强化家风建设，营

造了以纯正家风涵养党风政风、

引领社风民风的浓厚氛围，确保

了现代化漯河建设提质提速、行

稳致远。在新的一年，我们将按

照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把家风

建设作为党员和领导干部作风

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家风

教育，从拓展阵地、创新形式、品

牌打造、正反结合等多个层面发

力，切实筑牢反腐倡廉家庭防

线，推动崇廉尚洁的时代新风不

断充盈，以良好的政治生态保障

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漯

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

委主任师维说。

漯河

守正创新 推动廉洁家风建设

特色农业为乡村振兴按下“加速键”

□本报记者 丁需学

1月 12日，在鲁山县瓦屋镇

土桥村九九乡情农业有限公司的

香菇种植基地里，一台大型铲车

轰鸣着，正在翻着小山般的香菇

基料；一百多米长、跨度十多米的

香菇暖棚中，十多名妇女娴熟地

采摘着柄短肉厚的优质香菇。

“这是九九乡情公司在鲁山

县 6个香菇生产基地中的一个，

这个基地共有 34座这样的香菇

生产大棚，同时还有标准养菌棚

40座，简易棚53座，其中一座大

棚就可采摘香菇五六十吨。目

前采摘的是二茬菇，一棚一天就

可出菇两三吨。”该基地生产主

管慎西旗介绍说。

在瓦屋镇镇区附近高山移民

搬迁点福缘小区旁的岭上，25座

标准化香菇大棚是鲁山县相关部

门利用项目资金特为移民建设

的，高山移民户李军伟正带领一

二十名移民群众将基料装袋。

“自己装袋，每袋可节省成本

1元，一座棚就可节省6000多元，

并且俺小区的居民有活干也有了

更多收入。”李军伟说。

“在俺小区的这个香菇种植

基地务工，我一个人一年就轻轻

松松挣个 3万多元，可比在老村

强太多了。”64岁的福缘小区居

民李其中说。

李军伟曾在九九乡情公司

工作 2年，学会了一整套香菇种

植技术，一搬下山，便承包了 10

座标准化香菇生产大棚种植香

菇，同时还被聘请为技术员，免

费为周边种植香菇的农户提供

技术服务。

香菇种植基地里，李军伟住

的是两间板房，一间当卧室，一

间当客厅。“尽管距离家里只有

300多米远，但我晚上都在这里

住，随时观察香菇长势。种香菇

就像养孩子，你真心对待它、体

贴它，天热降温，天冷升温，它就

会给你不一样的回报。”李军伟

说，“我同几家香菇种植户和在

基地务工的居民商量好了，大年

初一准备在我这烧上几个菜喝

酒，共庆新春佳节。”

鲁山菇农李军伟过年生产不打烊

大年初一要在大棚里面过

农产品既“特”又“优”

全省面粉加工能力5846
万吨，面粉、挂面、方便面产量
均居全国第1位

河南省已申请创建全国绿
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61
个，创建总面积达1526万亩，
标志着全省13%的耕地、16%
的基本农田、20%的高标准农
田将实现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

全省有效期内绿色食品、
有机农产品、名特优新农产品和
农产品地理标志共有3084个

生猪、家禽、肉牛年屠宰加
工能力分别达8300万头、11
亿只、124万头，乳制品年加工
能力达350万吨，均位居全国
前列

大力打造河南乡村设计品牌把咱河南建成中医药强省

提升粮食安全科技支撑能力加大对“国际农都”建设支持力度

李振南

汪秀莉宋兆普

李洪连

□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韩田田 李治齐 耿源

“二十三，祭灶官。”作为沁

阳当地的传统习俗，每年的农历

腊月二十三大家都要用祭灶火

烧来作为食物，为灶王爷送行，

以祈求家庭和睦、幸福。1月 13

日，在沁阳市太行街道东沁阳

村，用传统手工技艺制作的祭灶

火烧一出炉就销售一空。

“咱们的祭灶火烧用的面、

花生，都是咱们东沁阳酵素种

植的绿色无污染的食材……”

说起酵素种植，正在制作祭灶

火烧的商家如数家珍。近年

来，东沁阳村通过循环利用厨

余垃圾制作酵素，并以酵素为

养分种植粮食和蔬菜，绿色健

康，深受大家喜爱。

和好的面团经过称重后，被

辗转到另一块案板上。在包入

红糖、花生、豆沙等馅料后，拍成

大小相同的扁平状，接下来就是

最重要的烙制了。套上炉围，盖

上铁鏊，因为看不到内部的变

化，经验至关重要，今年 78岁的

张玉娥在祭灶火烧的制作上，对

把握火候很有经验：“面饼定好

型以后，下到炉里，把盖儿盖好，

这时候就得看火候和手感了，你

看这两边烙得金黄就是熟了，这

时候口感是最好的。”

趁热掰开一个刚烙好的祭

灶火烧，面香和着花生、红糖的

香味扑鼻而来，咬上一口，外焦

里嫩，香甜味美，幸福感满满。

“我这几年每年都在这儿买

祭灶火烧，每次都买一二百个，

我的姊妹多，给她们都送点儿。

这里的祭灶火烧纯手工制作，原

汁原味。吃着祭灶火烧，就感觉

年都到了。”顾客刘晚利高兴地

说。

“我们东沁阳村一直都有用

传统工艺制作祭灶火烧的历

史。这几年我们把制作火烧的

食材，换上了咱们东沁阳村自己

生产的酵素面粉和酵素红豆、花

生，吃起来更加健康，口感更

好。现在每天能卖近六百个，供

不应求。”沁阳市太行街道东沁

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

东风说。

沁阳市东沁阳村传统工艺制作

祭灶火烧“手慢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