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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平绿色农产品"抱团$闯市场
本报讯 !通讯员郝雪锋"镇平

县卢医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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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美国杏李示范
园# 严格按照无公害农产品标准
进行生产管理 #今年进入盛果期 #

总产量达
'($$

多吨 #主要销往湖
北$湖南$广东$深圳及香港等地 %

无独有偶 # 镇平县郭庄乡建设的
#$$$

亩蔬菜出口基地今年也进入
盛产期#所产菜心$芥兰$奶白 $雪
斗等品种 # 预计年产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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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公斤 #主要销往深圳 $香港 $新加
坡$印尼及欧盟各地 #并深受消费

者青睐 % 镇平县马庄乡的合利蔬
菜合作社标准化 $ 生态化种植已
闯出新天地 #所产蔬菜直接出口 #

)&

小时内可让香港市民吃上新鲜
蔬菜&

近年来 #镇平县立足于 '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目标#依托特色林
果$苗木花卉等优势产业 #大力推
广绿色无公害生产技术#叫响生态
旅游品牌#唱活了旅游$购销$增收
三部曲 # 力促林果产业转型升级
'步步登高(& 先后培育出张林万亩

林果示范园 # 老庄万亩特色种养
园#贾宋万亩花卉基地等特色生态
园林

*+

万多亩# 作为镇平实施生
态旅游战略的先行者#进行采摘以
及相关的生态旅游活动#成为撬动
农民增收的一个支点& 同时#在项
目引进上坚持'无公害(原则和'科
研院所及农业集团优先( 原则#保
证土地集约利用和高效开发#促进
农业产业化示范带动和可持续发
展#力争以一流无公害品牌打响海
内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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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山水田园文章
走休闲农业之路

本报讯 !记者陈红 王冰通
讯员李可"近年来#方城县二郎庙
乡紧紧围绕业在都市$ 闲在二郎
庙的思想理念# 积极推进农业生
态园建设#深入挖掘农家乐内涵#

延伸休闲农业产业链条# 吸引城
市居民到二郎庙览山水$看风车$

品美食$养身心&

近日# 记者走进二郎庙乡#

首先呈现在记者眼前的是一片山
清水秀$ 绿树婆娑# 充满生机和
活力的景象 & 据该乡负责人介
绍# 近年来该乡积极整合农林水
牧等项目资金# 加强农业生态园
基础设施建设# 引导农家乐对院
内道路 $ 厨房 $ 餐厅等进行改
造# 使其与自然环境$ 文化特色
相协调& 同时# 合理划分蔬菜瓜
果种植区$ 品种试验区$ 成果展
示区$ 观赏休闲区# 围绕以农为

根$ 以家为形$ 以乐为魂的发展
理念# 开发农家果园采摘$ 野生
菌拾趣$ 环湖健走$ 徒步登山$

农村风俗展示等项目# 满足不同
消费者的需求&

在延伸休闲农业产业链条方
面# 该乡利用当地的农产品与加
工企业合作# 开发出具有当地特
色的名优旅游产品# 并将其融入
休闲观光农业项目中# 不仅为农
民增收开辟了新途径# 而且打响
了二郎庙乡旅游品牌&目前#德云
山牌晚秋黄梨$ 固德威牌三粉产
品已成功打入国内市场# 远近闻
名&

截至目前# 该乡已建成两个
特色鲜明$功能配套$服务规范的
乡村旅游特色休闲园区# 农家乐
%$

余个#从业农民每年人均增收
近万元&

桑坪!全力助推合作社
本报讯 !通讯员袁彦廷"今年

以来# 西峡县桑坪镇把农民合作社
建设作为加快农村发展# 提升农业
产业化水平的重要抓手# 采取思想
引导$ 政策扶持等措施加快农民专
业合作社建设# 有效转变了农村发
展方式#增加了农民收入&

该镇通过宣传#让党员干部认
识到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业生产
顺应市场化$专业化$现代化$国际
化发展的必然抉择#是提高农业组
织化程度# 实现农村稳定发展#农

民持续增收的有效保障#提升了干
群认识& 同时#该镇把发展农民专
业合作社纳入各村年度重点工作
目标#通过资金扶持等措施调动了
农民积极性& 截至目前#该镇已成
立食用菌 $猕猴桃 $蜂业等专业合
作社

'

个& 通过建立专业合作社#

建立了生产交流平台#促进了该镇
袋料香菇 $猕猴桃 $山茱萸等产业
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增强了农业
适应市场 $抵御风险的能力 #有效
增加了农民收入&

拐河紫桃的%嫁衣$

本报记者 孟新生 通讯员 薛书凯

在紫桃!外观紫红#桃瓤血红#

又名血桃"成熟的第一天#方城县拐
河镇东关村果农蒋鹏的桃园边就停
放了三辆前来采购紫桃的汽车 #

%$$$

公斤紫桃很快被抢购一空& 蒋
鹏兴奋地说#'还是人大代表的建议
好# 以后不用再搭个破棚子吆喝着
卖桃了) (

近年来# 拐河镇街区附近的农
户选择了种植紫桃作为致富项目&

紫桃虽然从色味形上优于普通桃
子#但其保鲜期也短#同样不便储藏
和运输# 每到产桃季节# 如何卖出
去$ 怎样卖个好价钱成了桃农的一
块心病&

看着农户一筹莫展# 县人大代

表$ 拐河镇东关村党支部书记张建
义积极向镇人大主席团提出建议*

'要想打开市场#必须在包装和宣传
上做文章) (

在紫桃成熟前的三个月# 拐河
镇人大代表们与果农结成对子#带领
果农找广告公司设计包装箱# 到叶
县$鲁山等邻近县乡进行产品的无公
害绿色种植宣传& 经过一番精心策
划$宣传$推介#包装精致$色艳味美
的紫桃迅速赢得了周边客商的青睐#

果农们足不出园就挣到了票子&

如今# 越来越多的拐河镇农户
瞄准了镇人大主席团出的'金点子(#

纷纷为自家产品订制 '嫁衣(#'拐河
四宝( 等一批特色鲜明的农产品#因
质量上乘$包装精美$宣传到位而俏
销市场#为农户带来了真正的实惠&

社旗财政保证校舍安全工程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张东升"至今

年
!

月底 # 社旗县累计拨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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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改造危房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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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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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绿化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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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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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消除了'

/

级 (危房 #

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出了较好的
社会效益&

该县财政建立农村中小学危房
改造工程和校安工程长效机制#保
证工程建设资金需要&

拓宽资金渠道& 每年从上级农
村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中划出
&0

用于校安工程建设 # 从农村义
务教育公用经费年度结余中集中
一部分用于中小学的'三化(!即校

园的硬化$绿化$美化"建设& 同时#

自
1$$-

年以来# 县财政每年拿出
($

万元对全县
*($

所符合条件的
小学实施了 '五小工程(!小供水$

小厨房 $小浴室 $小餐厅 $小活动
室"# 极大地改善了住校教师的工
作生活条件&

严格资金管理& 及时足额把各
项资金拨付至财政专户#专款专用#

专账管理#安全运行&

均衡拨付&严格依据工程进度#

按开工$完工$竣工三个阶段均衡拨
付& 工程竣工验收后# 完善相关手
续#经县教体局$财政局审查批准#

剩余资金直接拨入施工企业账户&

农民市民化 就地城镇化
&&&河南以新型农村社区引领城镇化侧记

作为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 人
多地少 $ 城镇化水平低 # 一直是
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

近年来 # 河南省以新型农村社区
建设作为抓手和切入点 # 使广大
农民在不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 #

实现就地城镇化 # 探索走出了一
条统筹城乡发展 $ 推进城乡一体
化的新路子&

农民上楼
"巴掌村$变身新社区

七月酷暑# 洛阳市寇店镇李家
村 & 空调里吹出阵阵凉风 #

'&

岁
的赵铁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一边
喝着茶水# 一边看着电视&

'我家以前住的是石棉瓦房
子# 现在这套新房

*2&

平方米# 是
村里建的新型农村社区# 每平方米
!++

多块钱# 一套房子只要七八万
块钱 &( 赵铁银说 # '和以前比 #

新小区干净# 安全# 还方便# 水$

电$ 煤气$ 网络啥都有&(

赵铁银所说的新型农村社区 #

是在农村按照村庄建设规划和土地
利用规划建设的具有社区服务和管
理功能的新型农村居住区& 作为中
原经济区新型城镇化的一个战略基
点# 正逐步在河南全省进行推广#

这也成为河南统筹城乡发展$ 加快
新农村建设$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的重大举措&

通过建设新型农村社区# 城镇
的文化$ 教育$ 医疗等基本公共服
务同步向农村延伸# 让农民彻底告
别了生活环境的脏乱差# 逐步提高
了生活水平和整体素质&

李家村党支部书记李相轩说 #

山区居住分散# 很多都是几百人的
'巴掌村 (# 如果个个都要通自来
水$ 天然气# 配医院$ 建学校# 根
本不可能# 新型农村社区的出现恰
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干了快
2+

年的支书 # 就
是想让全村人过上城市生活# 现在
这个梦终于实现了&( 李相轩说&

产业支撑
腰包跟着鼓起来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 在当前
正在推进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

不同地区尽管模式不同# 但都注意
因地制宜# 把产业支撑$ 工业发展
与社区建设衔接起来# 为农民增收
致富提供保障# 使得 '上楼( 后的
农民不但住得高了# 收入也高了#

腰包也鼓了&

鲁山县尧山镇东竹园社区坐落
在群山环抱间# 山水相映# 如诗如

画 & 坐在自家的两层小楼里 #

!!

岁的殷生告诉记者* '新家比以前
方便不说了 # 主要是离旅游景区
近# 有条件开农家宾馆# 发展农家
乐# 俺儿子以前在外地打工# 现在
回来了# 就在家门口就业&(

据了解# 在当初规划时# 东竹
园社区就注意依托周边景点# 打造
农家乐新民居# 根据游客需求设计
不同的房舍# 包括休闲养生接待$

中高档接待 # 以及商业区和游乐
区# 购房农户根据自家经济实力选
购& 目前# 已有

1!

户农家乐开业#

从业人员
,1

人&

长葛市古佛寺新型农村社区目
前正在建设中& 因为当地拥有多家
肉制品和面制品加工企业# 按照规
划# 社区建设腾出的土地# 部分将
建设果蔬加工基地和养殖基地# 其
余复耕为基本农田& 此外# 村庄原
有耕地也将全部流转# 作为优质粮
食生产基地& 社区劳动力既可选择
在基地从事农业生产# 也可在培训
后进入企业&

许昌市市委书记李亚表示# 新
型农村社区的建设# 使农村实现就
地城镇化# 农民不离土不离乡# 而
是通过进厂$ 进社区来享受城市生
活# 突破了过去以城带乡$ 以工促
农的单向支农强农模式&

确权发证
从"输血$到"造血$

(

月
2+

日上午 # 舞钢市尹集
镇张庄社区居民石金遂# 拿着刚用
房产证抵押贷到的

*!

万元贷款 #

高兴地告诉记者* '这下好了# 俺
的家庭旅馆可以办起来了&(

石金遂
1+*+

年搬进新农村社
区 &

1+*1

年
&

月初 # 他和社区的
其他

1+

户农民一起# 领到了由舞
钢市国土部门和建设部门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使用证,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
证,# 并获准以农房房产证抵押贷
款&

当地土地和房管部门有关人员
介绍# 和农民自建住宅相比# 新型
农村社区的农房因为统一规划建
设$ 统一精确确权# 具有一整套完
整的合法手续# 且用途明确# 按照
相关法律规定# 完全符合办理 '双
证( 的条件&

舞钢市市委书记高永华说# 多
年来 # 农民最重要的资产就是住
宅# 由于得不到产权证明而只具有
居住功能 # 是真正的 '不动产 (#

而给农房发放 '双证 ( 就是要把
'死资产( 变成 '活资本(# 解决长

期以来农村 '缺血($ 农民 '融资
难( 的问题&

舞钢市农村信用社主任党胜利
介绍# 农房 '双证( 发放的一个月
内# 该社区以房产证抵押# 从当地
农信社获取的农户融资授信额度已
达

*!++

万元# 与 '双证 ( 发放前
相比# 增长了

&

倍还多&

河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完世伟认为#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其实质就是以城镇化的理念改造农
村# 以公共服务均等化覆盖农村#

以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支撑农村# 最
终让农民实现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的改变&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在表面
的居住环境改善之外# 最重要的是
产业支撑和对新建住房的确权发
证# 这种 -造血. 手法将使城镇化
进程更有后劲# 更具有可持续性&(

河南省委政研室工业处处长吕
五权表示#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有
条件的地方等不得# 不具备条件的
地方急不得# 必须结合实际因势利
导# 把推进力度$ 节奏和群众的接
受能力统一起来&

相关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 河
南全省已经规划新型农村社区近万
个# 启动试点近

1+++

个 # 初步建
成

&++

个左右& '新华社电(

()*+,-

本周六我们一起去摘桃

本报记者 孟新生 王涵 文
3

图

应广大读者要求 # '体验休闲
农业/走进美丽乡村( 大型走基层
采风活动本周六继续邀请'市民参
观团(同行&本期活动主题*走进新
野新甸铺镇津湾村的

&$$$

亩桃
园# 赏千亩林海$ 摘精品鲜桃 $看
社区建设#还可以品尝地道的农家
饭菜 #和记者一道感受美丽乡村的
魅力&

津湾村位于新野县城南 #沿
4*$2

线南行十余公里# 即可看到路
西的巨幅招牌000'碧海银滩桃花
园津湾村欢迎你(#由此下路两公里
即到&

津湾村三面环河# 光滩涂就有

2$$$

多亩&村里从
*--'

年起开始种
植精品桃#

1$$(

年#还成立了林果专
业合作社#注册了津绿商标&

因为种植方法科学# 施肥以农
家土粪$沼液沼渣为主#用药则选取
低毒低残留的生物农药$菌类药#所
以桃子的口感鲜美#甜蜜酥脆#畅销
海南$云南$上海$北京等地& 早熟品
种上月底已经罢园# 本次活动采摘
的桃子以晚熟品种赤月$ 新川中岛
为主& 因生长期长#这两个品种口感
更好#含糖量较高#尤其是赤月#通
体鲜红#脆甜多汁&

受桃园深处的农家乐接待能力
限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参加活动
的市民可在

'

月
*2

日前报名#报名
电话*

!2*!!''' !2*!,'''

&

./01234567897:;<=>

新野宛绿蔬菜专业社榜上有名
本报讯 !通讯员崔国安"

1$*1

年
'

月
2

日# 在全国农民专业合作
社经验交流会上# 全国

!$$

个农民
专业合作社示范社晋级为国家级示
范社# 新野县宛绿蔬菜专业社名列
其中&

宛绿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

年
&

月#现有社员
(21

户#专业技术
人员

*,

名#服务农户
25!

万户& 合

作社始终坚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
标#融优良品种推广$技术服务$农
资经营$农产品销售为一体#带动和
助推了新野及周边地区的蔬菜产业
发展& '宛绿(牌商标被认定为'河南
著名商标(#比久甘蓝被农业部授予
'中国名牌农产品(称号&

据悉#此次授予的专业社中#河
南有

%,

家#南阳独此一家&

桐柏县
%&

个新型农村社区!

'

个市级试点!

6'

个县级试点$ 市级试点规划编制工作全部完成并通

过评审!全部开工$

6'

个县级试点中的
6+

个规划编制工作完成!已全部开工建设$ 到今年
&

月份!全县

已投入资金
625,

亿元!建成新型农民住宅
6-(&

户$ 至年底!这一数字将达到
!+++

户$ 图为桐柏县安棚

镇利民社区内高标准的新型住宅$ 本报记者 苏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