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镇短讯

内乡县春牧养殖有限

公司通过“公司+合作社+
贫困户”的合作模式，组织

余关镇270户贫困户养牛，
使每个贫困户每7个月的
收益达 8000元左右，有效
实现了对贫困户精准脱

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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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版 吴磊 校对 李东璇A6三农观察 ■2017年1月4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 郭天强 电子邮箱：1695787228@qq.com

乡镇经验

通讯员 常杰敏

社旗县李店镇寇楼村位于李店镇

北13公里处，G234国道穿境而过，是
几年前从淅川迁徙而来的移民新村。

笔者走进该村，只见道路平坦，房前

种的是玉兰树、桂花树，屋后是生机

盎然的小菜园、欢唱而过的小鸟等，

与坐在游园里闲谈玩耍的人们一起，

形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风景画。

“我们现在是出门水泥路，做饭用

沼气，菜棚一排排，人在画中住。”谈

起村里的变化，该村95岁的抗战老兵
寇景顺高兴得合不拢嘴。

该村“两委”班子成员在镇党

委、政府、人大的帮助下，积极带领

全村干群发展生态产业，大力种植大

棚蔬菜、中药材艾草、黄姜等，目前

已建成蔬菜大棚203座，种植黄姜300
亩。

“环境好了，收入也增加了，每年

仅大棚蔬菜这一项，俺村村民直接收

入就有310余万元，平均每户增收1.8
万多元。”该村人大代表、村主任寇红

权说。

同时，该村制定优惠政策，鼓

励、引导农民发展庭院经济增加收

入，在房前屋后、院内院外、统一栽

种了玉兰、桂花、垂柳等风景树和月

季、紫薇、美人蕉等花卉，成为该村

村民增收的一个新亮点。目前，全村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10平方米以上，
道路绿化率达93％。

正在房前屋后采摘新鲜菠菜、黄

花菜的村民常杰青乐呵呵地告诉记

者：“门前的8分地园子，是我前年在
荒了的宅基地上开垦的，种植了蔬

菜、甘蔗，还育了花卉苗木，去年收

益2500多元，今年将突破这个数。”
生态农业的发展辐射带动周边

的村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吸引

了众多投资商前来寻找商机，河南

绿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

一。该公司租用该村附近的土地，

建成了现代绿宜废弃物处理中心，

把畜禽产生的粪便生产成有机肥或

直接施入生态农业田里，有效缓解

了养殖造成的污染。与内乡牧原公司

合作建设占地462亩、年出栏10万头
商品猪的大型标准化无公害养殖场已

经建成并投产。

生态美，和谐生。如今，在全镇干

群的共同努力下，李店镇被授予“河南

省生态镇”，该镇下郭、古度孙等4个
村曾被命名为市级生态村，其中的下

郭村先后被授予“河南省生态示范

村”、“南阳市文明新村”、“南阳市卫

生先进村”等荣誉称号，该村呈现出

政通人和、村容整洁、民风淳朴、干群

和谐的生动图景，成为人们休闲、旅

游、娱乐的好去处。累累累2

李店：生态产业美了村庄富了村民

本报讯（通讯员管回果）镇平县杨

营镇创新工作思路，突出以“党建+扶贫
开发、互联网+电商物流园、新型城镇
化+环境整治、绿色农业+生态经济”四
个方面为全面深化改革主线，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

党建+扶贫开发，促民生持续改
善。发挥“两新”支部行业“领头羊”的

示范作用，走“党建+企业+贫困户+金
融”的模式。以霖锋公司党支部为中

心，通过种植、养殖、务工和旅游观光为

一体的发展模式辐射带动周边200户
贫困户脱贫。

互联网+电商物流园，促大众创新
创业。引进总投资1.8亿元，占地142
亩的互联网+电商物流产业园建成运
营，实现30家以上电商物流企业入驻
经营。畅通了“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

城”的双向流通渠道，成为促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驱动力量。

新型城镇化+环境整治，促镇村协
调发展。以“双创”活动为契机，以“美

丽乡村”建设为载体，加大人财物投

入，先后投入 500余万元，突出“两线
三点”实施集镇道路改造、排水管网建

设、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和环境综合整

治“四大工程”，精心打造3个市级“美
丽乡村”示范点及精品线路，镇村建设

迈上新台阶。

绿色农业+生态经济，促特色产业

壮大。以霖锋绿色农产品开发有限公

司为龙头，以打造中原荷花博览园为重

点，逐步形成“万亩荷塘、十里花廊”生

态旅游经济带。建成沿207国道和沪
陕高速两侧2个“生态廊道”，以尹营苗
木花卉基地为引领，发展百亩以上苗圃

15个。围绕镇域经济发展，全力培育
玉雕加工、锦鲤养殖和生态农业三个经

济亮点，初步形成“一带两廊三点”的产

业布局。累累累2

杨营：新型产业布局带来发展亮点

本报记者 马庆科

时下，淅川县万鸿养殖有限

公司的“中华绒毛蟹”已迎来全面

上市。看着刚刚捞出水面、个头

硕大、威武张扬的大闸蟹，公司董

事长万爱玲十分欣慰：“收成确实

不错，我打算在两年时间内把养

殖规模扩大到2000亩，在自己发
展的同时，也带动更多的渠首乡

邻脱贫致富。”

说这样的话，万爱玲是有底

气的。公司到淅川发展12年来，
已从2004年的80亩试验塘养殖
发展到了如今的近千亩规模，年

产河蟹130吨，蟹苗300万只。公
司先后获得了全国农技推广“农

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河南省

绿色养殖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其注册商标“亚洲一库”已通过农

业部绿色食品认证。

吃本分饭、干实在事是万爱玲

做人干事的宗旨。因其养殖的“亚

洲一库”大闸蟹用水取自南水北调

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可以做到绿色、

生态养殖。从当初的试验养殖开

始，万爱玲就采用了“纳米生态养殖

技术”，以库区野杂鱼为饵料，全程

按照“植草、移螺、调水、稀放”等绿

色食品生产技术标准养殖，根据养

殖基地的规模配备相应的循环用

水处理池，做到污水零排放。

“现在正是用工旺季，除了长

期工，公司每天的临时用工人数

都在30人以上，单是工资开支一
项，每年就可为当地居民带来近

百万元的收入。”万爱玲说，“当

然，我们更鼓励有能力和有创业

打算的人来自己试着从小规模开

始养殖做起。”

在万爱玲及公司的热心引领

帮助和无偿技术指导下，如今公

司已带动当地居民发展水产养殖

5000余亩。累累累2

生态养蟹 造福乡邻
杨集：
精准帮扶全覆盖
本报记者 孟新生 通讯员 燕群山

寒冬腊月，天寒心暖。随着收购商拉走

最后一批裕丹参，黄喜来一年到头的农活也

算挽了个结。说起一年来的收获，黄喜来满

心欢喜。黄喜来是方城县杨集乡尹庄村村

民，2016年来，借助扶贫的东风，村庄道路全
面硬化，实现了“户户通”，乡政府扶持贫困户

种植裕丹参，让贫困群众依托产业实现脱贫

致富。

去年以来，杨集乡实施“金融帮扶全覆

盖，光伏产业帮扶全覆盖，财产和人身保险全

覆盖”，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开展部门联动，

形成齐抓共管、攻坚破难的强大合力。杨集

乡发挥部门优势，开展结对帮扶，确保精准帮

扶措施落到实处。以“单位帮村、干部帮户，

实现两个全覆盖”为目标，结对帮扶建档立卡

的贫困村和贫困户，实现“一村一单位、一户

一干部”，印发了《杨集乡部门单位党员干部

精准扶贫结对帮扶工作责任分工》，把全乡结

对帮扶贫困户任务具体分解到机关事业单

位，落实到具体帮扶人员，明确了帮扶标准和

帮扶时限，确保按时精准脱贫。

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创新旅游扶贫。杨

集乡北部森林覆盖率高，自然生态环境好，发

展旅游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多年宣传

和景点打造，全民参与、全域旅游的概念深入

人心，乡村旅游已成为杨集脱贫致富的新路

径。2016年以来，引导26户贫困户发展农家
乐，从事旅游产品加工经营，景区吸纳贫困人

口29人就业。立足支柱企业优势，创新金融
帮扶。积极探索产业扶贫“五加”模式，即“支

部+产业+合作社+金融+贫困户”。发挥区域
内宛北水泥、张骞生态庄园、七十二潭景区、

七峰山景区和鸿旺牧业等龙头企业的产业发

展优势，确保贫困户的收益。目前，几大优势

产业通过“五加”模式，帮扶贫困户达到560
户。立足光伏产业发展，创新产业帮扶。

2016年，杨集乡积极申报光伏项目，预定装机
6.4兆瓦，惠及贫困户1100多户，目前，全乡36
个村正在选址建光伏发电站。

多措并举、部门联动，杨集乡不断探索扶

贫新路径，实施精准帮扶全覆盖，让贫困群众

找到脱贫途径，进而实现脱贫致富。累累累2

尴尬的生物菌肥
□新生

使用生物菌肥，可促进微生物繁殖，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

和生物活性，代表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发向。然而现实中，生物

菌肥却“叫好不叫座”，境遇颇为尴尬。

生物菌肥生产厂家和经销商认为，生物菌肥推广的最大

障碍是农民陈旧落后的用肥习惯。我市一家生物菌肥生产企

业的销售负责人张经理介绍，农民既不愿意尝试使用新的肥

料，又对生物菌肥的效果不放心。放在嘴边的话是：“几瓶药

水怎么能抵上一大袋化肥呢？”农民普遍认为，还是化肥见效

快。但是，近几年来，一些添加生物制剂和菌类的肥料效果很

好，大多数农民却并未认识到。

生物菌肥的某些特性也制约了它的施展空间。众多经销

商反映，生物菌肥主要用于经济作物，很少用于大田作物。近

年来，农产品市场上对环保、无污染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严

格，生物菌肥的市场空间得到了拓展。另外，生物菌肥栽培出

来的农产品市场前景看好，但消费者对部分有机食品逐渐产

生了不信任感，使得真正的有机食品卖不出高价钱。还有谁

愿意花大本钱用生物菌肥种植有机食品呢？

尽管生物菌肥的推广遭遇了“叫好不叫座”的尴尬，但生

态高效农业发展的趋势决定生物菌肥的推广普及是必然趋

势。问题是怎样充分调动生产厂家、经销商、政府和农民的积

极性，发挥各方面优势，形成多方合力，让农民乐于使用生物

菌肥，让有机农产品卖出该有的价位，生物菌肥的前景一定是

广阔的。累累累2

大石桥 生态集镇宜人居
本报讯（记者孟新生）淅川县大石桥乡把百姓安居乐业、

集镇安宁和谐作为打造生态宜居集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科

学编制各类规划，完善基础设施，健全集镇功能，让集镇面貌

日新月异。

该乡依托濒临水库优势，致力打造生态宜居的库区明星

乡镇。坚持市场化运作，引进有实力的企业参与集镇开发，拓

宽集镇建设投入渠道。投资800万元修建长300米、宽15米的
移民路，并对所有主干街道进行改造铺油，栽植女贞、桂花、香

樟，安装太阳能路灯等，实现了硬化、亮化、绿化；实施七里沟、

大庙沟、纸坊沟等小流域治理工程，初步奠定了集镇江南水乡

特点。同时，以环境整治为重点，对郭家渠、东岳庙两村，引进

有实力的企业统一规划，打造具有水乡特色的美丽乡村；对沿

河平原村积极打造农游融合型美丽乡村；对山区的传统自然

村落，保持原有风貌，适度修缮提升。累累累2

施庵 招商引资显成效
本报讯（记者张松）新野县施庵镇立足本地回乡创业人

才优势，不断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方法，强化以商招商、优化企

业服务，着力打造招商引资工作的新亮点，全镇招商引资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

施庵镇结合镇产业优势、区位优势，大力拓展招商引资工

作。坚持实施企业“贴心保姆式”全程陪同服务，保障企业从

引进、落地建厂、从事生产，到今后扩大规模、转型升级等一系

列环节所需服务，积极营造亲商、富商、和商的氛围。创新招

商理念，坚持内外资并重，大力引进高科技产业、高附加值的

项目，增强龙头支撑作用，着力打造特色经济产业，构筑产业

集群优势。目前，该镇引进招商引资项目4个，其中新建项目
3个，续建项目1个，招商引资额达3.6亿元，壹莎贝尔婚纱礼
服项目建成投产，长丰触摸屏、惠能达塑胶电子进展顺利，恒

茂源花式纺织项目已开工建设，为工业强镇和培植财源奠定

了坚实基础。累累累2

太和 保农田水利设施
本报讯（通讯员王欣科）入冬以来，社旗县太和镇全面开

展沟渠整修、水泵站点维修为重点的农田水利设施集中维护

行动，为明年全镇农业丰收夯实基础。

该镇组织水利服务中心的技术骨干对全镇农田水利设

施进行全面排查，详细勘察和登记了各个水利设施的建设

年代、新旧程度、利用现状等数据信息。在认真准确测量

的基础上，聘请相关专家，结合各村的地势、土质、原有

设施情况等具体数据，对全镇农田排水、灌溉等设施进行

了详细规划。

与此同时，该镇要求各村成立管护小组，加强对本辖区水

利设施的防护巡查，严格落实各项管护制度，对发现毁坏水利

设施的人员依法交公安部门严惩。累累累2

谢庄 优化结构促增收
本报讯（记者张松）卧龙区谢庄乡按照“北游、南工、中农

业”的区域功能划分，重点发展玫瑰、林果、食用菌、梅花、中药

材、大棚蔬菜等特色产业。

在优化产业结构的进程中，谢庄乡依托龚河嘉农玫瑰园、

杨树岗水库九韶芳香玫瑰园，发展玫瑰2000余亩，建成2个烘
干提炼车间，带动5个村、600余户推广种植。在林果产业上，
发展清香薄皮核桃2100亩，中国红有机桃、冬枣等1000亩，
“一村一品”模式正逐步形成。在循环农业上，建设了生态循

环农业示范基地，采取“秸秆——牛——排泄物——食用菌

（菜）”循环农业模式，建设恒温蘑菇大棚100个；鼓励家庭农场
探索推广“猪——沼——粮”循环农业生态模式。

赵河 回创经济增活力
本报讯（记者孟新生）“回家乡投资兴业，是我最大的心

愿！”日前，南阳绿轩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业典礼在方城

县赵河镇举办，回乡创业青年李秉轩感慨万分。

李秉轩是赵河镇王寨村人，是一名澳大利亚留学归国博

士，得知家乡赵河实施“人才回归”工程后，多方筹资1800万
元，在赵河镇江栋庄村承包土地1200亩，严格按照澳大利亚的
生产标准和模式，打造一个集莲藕种植、中药材种植加工、名

贵树种繁育推广于一体的生态产业基地，基地年产值600万
元，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

近年来，赵河镇坚持把“人才回归”全民创业工作作为全

镇重点工作来抓，立足农业大镇实际，积极与赵河籍在外创业

人才进行沟通联络，开辟回归创业绿色通道。该镇自实施“人

才回归”工程以来，至2016年末已建回归企业30余家，其中投
资资金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4家，500万元以上的11家，累
计新引进高端人才40多名 ，带动全镇发展各类企业200余
家。在全镇掀起了全民回归创业高潮，为群众提供了新的就

业平台，为镇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累累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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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硕的大闸蟹被捕捞出水。 本报记者 郭天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