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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前期下了一场‘桃花

雪’，墒情好发芽率就高，收成肯定

好！”3 月 28 日，新安县正村镇古村

村的一块农田，集体经济合作社负

责人毛延军正在组织群众播种玉

米。

去年古村村尝试种植鲜食玉米

40亩，亩均收益2000元。今年，毛延

军又到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领取鲜

食玉米种子1200斤，将种植400亩。

鲜食玉米生长周期85~95天，较

普通玉米生长时间短，含有多种氨基

酸，具有甜、糯、嫩、香等特点，可以现

摘现吃，是一种纯天然食品，市场前

景广阔。

去年10月，正村镇试点古村、白

墙等 10个村，预留土地 1600亩发展

春季鲜食玉米，并与孟州市一家农业

公司签订了收购协议，合作社和农户

负责种植，公司“兜底”收购。

作为传统农业镇，去年正村镇积

极调整产业结构，提出了培育“万亩

鲜食玉米基地”的发展目标，整合土

地资源，探索“企业+合作社+农户”的

规模化经营模式，带动群众增收和集

体经济壮大。

通过发展订单农业，统一提供种

子、农药、肥料等农资和技术，承包

商、村集体在支付租金获得经营权

后，“返聘”群众务工，实现集体、农

户、公司三方共赢，让土地焕发了新

生机，群众收获了新希望。

正村镇镇长姚凤娟表示，特色种

植拓宽了群众增产增收渠道，今年全

镇将种植鲜食玉米1万亩。下一步，

将在实验基地的基础上，着手深加工

项目建设，开发互动式体验探索，延

长产业链条，提高产业附加值，助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许金安 李岩飞 王继国）

新安县正村镇

鲜食玉米种出产业增收新成色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

赵晓阳 赵付如）“以前我们这个行

业办证得跑好几个单位提交申请，

现在实行‘一业一证’，我们只需要

提交一次材料，办理一个综合许可

证就可以了，真是方便省事了不

少！”3月 24日，在南乐县政务大厅

“一业一证”办事窗口，手拿食品行

业经营综合许可证的南乐道贵人

生酒业负责人说。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政务服务

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优化营商环

境，南乐县聚焦市场主体“准入、准

营、退出”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围

绕企业办事需求，定制套餐服务，

探索开展“企业全生命周期”一件

事一次办，创新推行“一次告知、一

表申请、一窗受理、一并审批、一次

办好”的主题式集成服务，使企业

办事由到多个部门“最多跑一次”

转变为到一个部门“最多跑一次”。

南乐县全面优化企业开办服务，

助力企业开办实现“专区办、免费办、

帮代办”，推行企业准入“一件事”。

在县政务服务大厅整合行政审批、公

安、税务、人社等部门，开设企业开办

服务专区，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

事”，多个环节压缩成一个环节，实行

“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窗出件”，办

理时限压缩至0.5个工作日。所有新

办企业可免费享受“企业开办大礼

包”，真正实现企业开办“零成本”。

在企业开办专区设立便民服务设备

和专职帮办代办队伍，为企业提供全

流程帮办代办服务。

南乐县还在市场准营环节，率

先探索推进“一业一证”改革，在超

市、书店、餐饮等36个行业实行“一

业一证”综合许可，推行企业准入

“一件事”。同时，创新推行歇业备

案管理，完善简易注销制度，实施

“照证同销”新模式，推行市场退出

“一件事”，切实提升办事效率和市

场主体满意度。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

郭冬青 王维鹏）3月 23日，随着辉

县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闫森波

等 3名新闻发言人“集体亮相”，辉

县市首轮营商环境新闻发布会成

功举办，全市22个乡镇（街道）、37

个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对本单

位2022年度营商环境工作开展情

况、优化措施及2023年承诺事项等

进行公开发布。这也意味着辉县

市建成的全省首个营商环境演播

厅正式启用，也标志着辉县市在全

省率先推出的营商环境新闻发言

人制度落地实施。

“发布会要求发言人在其业务

领域融会贯通，它能够促进各单位

全面掌握本单位有关政策、业务审

批等事项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开

展情况，从而倒逼优化营商环境各

项举措落地落实。另一方面，也能

够全面满足公众知情权，为全市优

化营商环境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

氛围。”辉县市营商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

辉县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新

闻发布会将形成长效机制，坚持每

月、每季度就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重

大决策、工作举措、创新亮点、承诺

事项等向全社会公开发布，对社会

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进行答疑，对

重要法规政策进行解读。

发布内容行不行，市场主体说

好才算行。发布会结束后，辉县市

营商办还充分发挥“评议监督”的

“指挥棒”作用，组织来自社会各界

的营商环境监督员代表对各单位

发布内容进行全方位点评，确保发

布会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
鸿雨 李世旭）桃花装饰的舞台、桃花

云集的彩门、桃花簇拥的集市，3月

25日，位于郏县茨芭镇的三苏园景

区，处处都是桃花的符号。当天，郏

县第三届大宋·上瑞里桃花节暨大地

欢歌·乡村文化活动年在这里开幕。

据了解，本届桃花节为期 7天，

借助国家4A级景区郏县三苏园为宣

传基础，通过现场千亩桃花海、桃花

市集、桃花联谊会、少年奇妙游、抖音

大赛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展

现郏县地方人文风情，以文旅融合方

式提升旅游热度，拉动旅游消费，助

力文旅市场复苏，促进全域旅游。

三苏园景区地处中国传统村落

苏坟寺村，这里是宋代文学家苏轼、

苏辙的埋葬地和其父苏洵衣冠冢。

近年来，茨芭镇政府大力发展林果特

色产业，仅在三苏园周边就发展了数

千亩桃园。每到春天，这里桃花盛

开，风景迷人，成为许多外地游客的

打卡地。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王俊鹏 冯晨彤 魏瑞鑫）3 月 24

日，叶县第六届燕山湖桃花节暨

2023赏花季在该县辛店镇刘文祥

村开幕，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赏

桃花春色，看歌舞表演、汉服走秀

等精彩节目，过足眼瘾。

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

云……徜徉在刘文祥的千亩桃

林，各色桃花竞相开放，与金黄的

油菜花共同交织成一幅美丽清新

的春日田园诗画。随处可见三五

成群的游客拍照打卡，定格着春

日美好瞬间。

“刘文祥的千亩桃林很有名

气，每年的桃花节我都会来赏花

游玩。今年的桃花节形式特别丰

富，有很多文化活动让我们参与，

非常适合游玩、拍照，我和我的家

人玩得非常开心、快乐。”游客桂

军峰开心地说。

“2023 赏花季”活动为期 30

天，以“辛·花怒放，桃·醉花海；踏

春游园，品味乡愁”为主题，由叶

县县委宣传部主办，辛店镇党委、

辛店镇人民政府承办。

活动举办了特色产品展销、农

家小吃品鉴、汉服打卡巡游、桃花

谜语有奖竞猜、桃花主题文创产品

展销、桃树认养、桃源寻宝、花田音

乐 Party 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

动。此外，还新设了“花海叶县”短

视频大赛、粉黛花海唱大戏、1号公

路自行车慢骑3项配套活动，让游

客尽情地享受大美春光。

“近年来，辛店镇围绕土地做

文章，大力发展林果产业，形成了

以常派庄村、刘文祥村为核心，连

片种植林果 3.6 万亩。以此为支

撑，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

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要效益，连续多年举办

桃花节，有效促进了农文旅融合发

展，实现了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

辛店镇党委书记董泽说。

□本报记者 杨青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上周全省

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充足，价格总体

以降为主。

猪肉价格低位徘徊。上周全省

肉类零售均价为64.21元/公斤，较前

一周下降0.3%。其中，猪肉（后腿肉）

零售均价为28.36元/公斤，较前一周

下降 2.9%；牛腿肉零售均价为 83.89

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1%；羊腿肉

零售均价为80.39元/公斤，较前一周

上涨0.3%。当前生猪产能总体充裕，

屠宰企业收猪顺畅，同时消费端无明

显支撑，猪肉价格继续回落。预计近

期猪肉价格仍将在低位徘徊，后期随

着清明节临近有小幅回升的可能。

蔬菜价格降幅扩大。上周全省

蔬菜零售均价为 6.19 元/公斤，较前

一周下降4.5%。芹菜、生菜等蔬菜集

中上市，各环节为加快走货量轮番降

价促销，拉低整体菜价。我省春菜种

类多、产量大。预计近期蔬菜价格延

续季节性回落态势。

鸡蛋价格窄幅上涨。上周全省

鸡蛋零售均价为10.37元/公斤，较前

一周上涨 1.5%。白条鸡零售均价为

20.19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3.3%。

随着鸡蛋价格持续反弹，产区库存压

力减小，叠加清明节临近，终端需求

有所好转。预计近期鸡蛋价格将在

现有价位偏强运行。

粮油价格稳定。上周全省粮食

零售均价为 5.26 元/公斤，较前一周

上涨0.4%。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8.07

元/升，较前一周下降1%。目前全省

粮油市场库存充足，购销平稳。预计

近期粮油价格仍将以稳为主。

水果价格止涨回落。上周全省

水果零售均价为10.53元/公斤，较前

一周下降 1.2%。春季居民消费偏向

菠萝、芒果等应季鲜果，苹果、梨市场

竞争力减弱价格下跌明显。预计近

期水果价格仍将在现有价位呈小幅

波动态势。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杜鹏王
婧哲）“别说有啥案件发生了，村里连吵架

的都少见。”“村里安装了摄像头，就像有

人在家门口 24小时站岗放哨一样，我们

心里踏实得很！”3月26日，在漯河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姬石镇范寨村，提起村里当

前的环境，正在村头拉家常的几位村民争

相说着自己的感受。

今年以来，姬石镇将“三零”创建和

“平安法治星”创建深度融合，以党建为引

领，以基层社会治理为抓手，全镇上下一

盘棋，对标创建标准，多措并举、齐抓共

管，大力推动“平安法治星”的创建工作，

确保全镇平安法治建设形势整体向好。

“为确保‘三零’创建工作落地生根、

落地见效，姬石镇实行网格化管理，做到

‘人在格上，事在格中’，层层分解任务，逐

级传导压力。构建一村一警、一法律顾问、

一支民调队伍的工作体系，做到镇、村干部

和包村民警、法律顾问分包全覆盖，签订

目标责任书，切实做到职责分明。”姬石镇

政法委员、武装部部长柏国臣介绍说。

在此基础上，姬石镇坚持宣传引导

常抓不怠，借助“魅力姬石”微信公众号，

及时发送防电信诈骗信息；引导群众下

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充分整合社会力

量，扎实开展“六防六促”专项行动，推动

实现矛盾纠纷止于未发、解于萌芽。同

时村“两委”干部、网格员、党员志愿者等

力量组成治安巡逻队，通过“以线串点，

以点带面”的巡逻方式，对农户用电用气

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排查，开展镇域燃气

安全检查，深入企业、超市等人员密集场

所开展督导检查，及时整改检查中发现

的隐患。

“目前，全镇以‘三零’创建为主线，推

行‘综治中心+网格化’的基层社会治理模

式，下一步，将继续严格落实‘平安法治

星’的创建工作，坚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隐患，强化群众自我保护意识，切实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共建平安稳定

家园。”姬石镇镇长宋广辉说。

“2022年，我村动员在外成功

人士回乡创业，招引漯河市涵衣钰

琪服饰有限公司入驻扁担徐村，实

现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增收15万元

以上，带动了大量周边群众就业增

收……”这是舞阳县太尉镇近日组

织召开的2022年度村党组织书记

述职评议会上的一个亮点镜头。

会上，太尉镇18个行政村党组

织书记聚焦基层党建、工作实绩、

亮点工作等方面，认真总结一年来

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

下步工作安排。全体参会人员现

场测评打分，共评选出一等奖3名、

二等奖6名、三等奖9名，奖励工作

经费7.8万元。

支部书记们晒出的一张张优

异答卷，充分体现了基层党组织负

责人的使命与担当，一个个生动事

例集中彰显了太尉镇扎实推动基

层党建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效。

“2023 年，我们要围绕‘基础

强、产业兴、环境美’的总体目标，

抓牢‘五星’支部创建，对标对表抓

提升，用‘网格化’推动各项重点工

作同频共振、互动双赢，擦亮乡村

振兴的底色。”太尉镇党委书记陈

凡说。 （赵祯）

自“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

以来，舞阳县孟寨镇立足“小杂果”

特色农业基础，创新组建“小杂果”

党建产业联盟，探索推行“龙头企

业下单—乡镇政府搭桥—村级支

部引领—广大群众参与”的“四方

联动”产业发展模式，做实“一村一

品”，助力产业兴旺。联盟成员支

部充分发挥自身人才、技术、市场

等优势，通过资源联享、实现抱团

发展，持续提升特色农业规模化、

专业化水平；镇党委、镇政府主动

牵线搭桥，帮助村级集体经济合作

社与龙头企业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通过党员干部、种植大户带头，引

领群众以土地、资金等入股参营，

不断做大体量、做优质量；龙头企

业包销收购，进一步解决了市场问

题，帮助支部挺直“腰杆子”、群众

鼓起“钱袋子”，实现了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相得益

彰。 （秦科）

2023年“开门红”已到了决胜时刻，

郑州农商银行须水支行全员以只争朝夕

的拼搏劲头，全面推进各项业务指标齐

头并进！该行制订了详细的“开门红”竞

赛方案，精准梳理任务指标。严格落实客

户经理包片制度，积极对接辖内村组，为

辖内居民提供免费更换第三代社保卡、存

贷款产品宣讲等多项金融服务。（周慧）

一业办一证 一趟就搞定
南乐县在36个行业实行“一业一证”综合许可

答疑社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
辉县市在全省率先推出营商环境新闻发言人制度

河南商务预报河南商务预报

猪肉价格仍将在低位徘徊
清明节前后有小幅回升

须水支行 全力冲刺决胜“开门红”

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姬石镇 聚力“三零”创建 建设“平安法治星”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史
林慧）“感谢镇里给我们提供的免费

培训，我这是第二次参加培训了，这次

讲的是玉米主导品种与病虫害防治、

山药品种与病虫害绿色防控等。”近

日，武陟县大封镇脱贫户李五生说。

近年来，大封镇坚持以技能培训

作为有力抓手，以需求为导向、精准

为目标，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就业技

能培训，提升返贫监测对象等重点群

体和农民的技能，增加创业就业机

会，通过掌握专业技能走上就业幸福

路，助推乡村振兴。

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积极对

接培训机构，扩展培训技能种类，为

全镇适龄脱贫户、监测户等免费开展

技能培训。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

心，结合各村实际和群众培训意愿，

因地、因人制宜，制定培训内容。

2021年，李五生在村干部的宣传

鼓励下，第一次参加了技术培训，学习

到山药、地黄的种植技术，两年来尝到

了学习种植技术带来的甜头。今年3

月，得知大封镇联合人社所免费开展

技能脱贫培训，他早早报名参加。

“今年，我家承包了10亩地。由

于我采用绿色种植，种的地黄、山药

不施肥不打药，所以价格卖得好，妥

妥的要奔小康了。”李五生的脸上溢

满了幸福。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李
秀芳）“我在福裕三农服务有限公司

领取的工资，加上土地流转的费用，

去年一年挣了2万元。”3月 29日，汤

阴县伏道镇侯庄村村民朱保庆说。

侯庄村有3000口人、5384.2亩耕

地，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村民以种植

小麦、玉米等传统作物为主，经济收益

不高。2016年，侯庄村党支部发动群

众进行产业变革，流转土地300亩，成

立汤阴县福裕三农服务有限公司，引

导群众以土地托管等形式入股，推进

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专业化。

该村与辖区今麦郎、益海嘉里、

六合饲料等省、市龙头企业进行协

商，签订订单合同，探索出了一条“农

户绑合作社，合作社绑龙头企业”的

“双绑”产业发展模式，成为全镇“双

绑”产业发展的典型。

侯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志刚说：

“通过土地托管，调整产业结构，吸纳

群众就近务工，发展订单农业，2022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40万元，实现

了农业增效，促进了群众持续增收。

截至目前，全村共流转土地1000亩、

托管土地 3000亩，种植优质高筋小

麦5000余亩。”

近年来，伏道镇依托土地资源优

势，坚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合

作社+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稳固建

立“双绑”机制，通过产业振兴，让群

众吃上“产业饭”，走上小康路。

武陟县大封镇

培训进行时 拓宽致富路

农户绑合作社 合作社绑龙头企业

汤阴县伏道镇“双绑”模式助农致富

舞阳县太尉镇 述职“亮成绩”总结“谋新篇”

舞阳县孟寨镇“小杂果”添彩“创星路”

赏桃花品美食听音乐
叶县燕山湖桃花节精彩纷呈

郏县第三届
大宋·上瑞里桃花节开幕

3月25日，游客在宁陵县阳驿乡梨园赏花游玩。近年来，宁陵县以梨为媒，每年春秋两季举办梨花节、采摘节，不断完
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乡村休闲生态游，助推农民增收。 徐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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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6日，郑州
市 一 些 小
学 生 利 用
周 末 时 间
走 进 郑 州
科技馆，近
距 离 感 受
科 技 的 魅
力 。 本 报

记 者 杨 呈
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