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传真

2017年3月14日 星期二

编辑编辑 于于 佳佳 投稿信箱投稿信箱 sqrbxq@sqrbxq@163163.com.com

4 梁园新闻欢迎关注
“商丘县区新闻”
微信公众号

3月 10日，梁园区水池铺乡彭庄村村
民侯玉生一家正在田野里打营养钵，准备
为种植辣椒育苗。在侯玉生家田地周围，
还有几户人家也在忙着打钵育苗，侯玉生
告诉记者，今年，乡里统一规划，扩大辣椒
种植面积，不仅水池铺，就连邻乡的观堂、
王楼也在规划之内，梁园辣椒生产今年要
形成“三乡鼎足”的态势。

当天上午，梁园区区长薛凤林带领
区经济作物推广中心、农业局、畜牧
局、林业局，区委农办负责人和 8个乡镇
党政领导以及群众代表在此召开农业结
构调整促进会，传达全国“两会”关于
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步伐的惠民政策，
促进会敲定了今年全区强力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调整方案，掀起了新一轮产业
结构调整高潮。

上篇：
思想一变天地宽

今年，梁园区将围绕辣椒、草莓、
山药、杂果、莲藕五大农业主导产业提
质提效，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加
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同时，精心打造
都市农业，走农业产业化的路子，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全面实现精准
脱贫。

从年初以来，梁园区立足本地农业产
业优势，坚持以农业产业化发展为主攻方
向，整合利用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突出
抓好产业发展的区域布局、组织带动、标
准生产三大环节，积极培植产业规模化、
标准化、品牌化和现代化发展。加强了工
作领导。制订了发展规划，确立了主导产
业，落实了扶持政策，大大激发了农民参

与结构调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为把工作落到实处，他们多次召开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会议，分批分期组织村干
部、科技带头人和群众代表到外地参观培
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参观学习为
梁园群众带来了激情，带来了技术，带来
了信念，常年坚守传统耕作模式的农民打
破陈规，找到了方向，不少群众惊叹：原
来，土地还可以这么种！

“以前我们都是坐在教室里听专家讲
课，当时听明白了，到了田野里还是原先
咋样就咋样，感觉不好。现在专家技术员
走进田间地头，现场讲学、现场指导、手

把手教你，什么地方做得好、什么地方做
得不够需要改进，很明了。老话说‘庄稼
活，不用学，人家咋着你咋着’，现在是

‘庄稼活，必须学，再不能人家吃肉咱吃
馍’！”双八镇代庄草莓基地的丁红良告诉
记者。

下篇：
田野里长出的“梁园品牌”

“我们对草莓培育新品种、推进科技
管理，精心打造草莓文化风情一条街，再
创‘中国草莓之乡’辉煌。3月 4日，在

第二届河南省草莓产业技术交流会草莓
擂台赛上，我们双八镇代表团参展的

‘丰香’草莓，从 20余个参展品种中脱颖
而出，荣获大赛金奖。水池铺乡辣椒在

‘中国蔬菜卫士网’评比中被评为最具有
影响力全国第三名优质蔬菜。今年，力
争水池铺乡、观堂乡、王楼乡 3个乡辣椒
种植达到 5万亩……”梁园区区委书记陶
青松说。

突出特色，擦亮品牌是这几年梁园坚
持做特色都市农业的重要载体，这些年，
他们充分利用“国字号”农产品，打造农
业产业链。观堂乡、水池铺乡、王楼乡 3
个乡依托交通优势做好（“沈鲤”牌）辣
椒经济，双八镇依托“代庄”牌草莓，李
庄乡依托闫庄新村、一家人蔬菜基地等打
造旅游观光休闲采摘农业。刘口乡依托黄
河故道，利用原有的产业模式优势，发展
林果经济，包括大樱桃、桃、李子、核
桃、葡萄等果树，林果面积达 1万亩。孙
福集乡依托“定海神针”牌山药打造全国
山药基地，“荷缘”牌莲藕成为文明全国
的餐桌上品。谢集镇蔬菜种植已超过2000
亩，果树种植达 3000亩，正在规划建设
花卉苗木基地……

截至目前，梁园区成功申报了 7个现
代农业蔬菜园区， 26个河南省 （省级）
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今年又新增了尚
楼家庭农场葡萄基地，玉伟山药农民专业
合作社山药种植基地，万丰林种植专业合
作社苹果、樱桃基地，河南斯托博瑞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草莓种植基地，郑红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辣椒基地，商丘市一家人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黄瓜、辣椒基地，硕丰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苹果基地 7个无公害农
产品生产基地。

回应两会强音 调强农业结构
——梁园区强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纪实

本报记者 单保良 通讯员 王建厂

本报讯（陈宝刚）近年来，梁园区白云街道办事处积极开展
“晒家风、扬新风”系列活动，通过树立好家风，接力新风尚，传递
正能量，为美丽社区建设锦上添花。

该办事处结合“最美家庭”创建活动，以“寻找身边的最美人
物”为主题，积极开展居民身边的“最美人物”推选活动，弘扬夫妻
和睦、尊老爱幼、勤俭节约、邻里互助的良好家风，推动好家风的
培育、传承和弘扬，为党风政风民风的向好向善打下坚实的基础。

以党员为先锋，以志愿者、热心居民等爱心人士为主力军，举
办“爱在身边”公益志愿活动。以邻里互助、守望互帮的形式，编
织爱心网，传递好风尚，让互敬互爱互助成为一种生活默契、一种
社会风气。

为更好地推动机关干部作风建设，办事处充分利用道德讲
堂，组织开展了“立家训，树家风”专题活动，努力使好家训、好家
风走进干部家庭，发挥家庭的示范引领作用，以家风正作风，以作
风促政风，以政风带民风，为干部群众树立良好家风发挥示范带
头作用。

白云街道办事处

积极开展“晒家风、扬新风”活动

本报讯（平 安 李 昊 郑 莉） 3月8日，梁园区举行庆“三
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跳绳踢毽子比赛。市体育局、市妇联等单位
领导出席开幕式。

这次活动由区妇联、区体育发展中心联合主办，是为迎接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107周年，落实全民健身计划，丰富职
工的文化生活，鼓励大家以健康的身心和最佳的状态在本职岗位
上建功立业。活动分踢毽子个人赛和跳绳赛，来自区直单位和乡
（镇、街道办事处）的35支代表队、500多名干部职工参加比赛。

此次跳绳、踢毽子比赛，采取一分记个数的方式进行，以次
数多者取胜。整个赛场热情高涨，欢声笑语，气氛热烈，参赛职
工个个兴致勃勃、跃跃欲试。当裁判员一声令下，参赛选手们依
次登场，随着裁判员的哨子声响起，比赛开始了。选手们一个个
挥动着手中的跳绳，身轻如燕，纷纷拿出了她们的看家本领；毽
子在运动员轻盈的踢打中，有节奏地上下浮动；伴随着“加油、
加油”，运动员沉着、敏捷、英姿飒爽，不甘人后，现场喝彩
声、激励声不断 。在整个比赛过程中运动员充满了活力与热
情，脸上挂满了笑容。经过激烈角逐，此次比赛分别评出了一、
二、三等奖。

整个活动始终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职工们以实际行
动展示了新时期巾帼英雄们的飒爽英姿。

梁园区

举行庆“三八”跳绳踢毽子比赛

本报讯（记者 单保良）日前，从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传
来喜讯，梁园区科技局被命名为“省级卫生先进单位”。这是
继 2016年 3月该局被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授予市级“卫生先
进单位”后在创卫工作中取得的又一殊荣。

区科技局将爱国卫生活动贯穿于全局工作全过程，从组织
领导、卫生管理、病媒生物防治、健康教育等方面着力，始终
坚持把卫生先进单位创建活动作为单位的一把手工程，摆在重
要地位，多措并举，齐抓共管，狠抓落实，文明卫生意识不断
提高，环境卫生得到切实改善。

通过开展卫生先进单位创建活动，促进了该局文明建设，
全体干部职工的凝聚力、战斗力得到了不断增强，有力地促进
了梁园区科技工作的全面发展。

梁园区科技局再获省级荣誉

本报讯（李艳萍）为加快推进全区农业种植结构调整进度，
近日，梁园区林业局林业科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栽植
果树，确保新栽树苗健康存活。

在刘口乡，技术人员认真对桃树苗进行了质量检查，并叮嘱
乡政府工作人员，村委会负责人员，在桃树苗的运输过程中，一
定要注意树苗根系的妥善保养，注意嫁接贴木芽头的完整性，为
桃树种植的成活率，品种的纯正性做好基础工作。

该局副局长闫昭峰对种植密度、挖穴深度、土壤填埋、浇水
等诸多技术进行了手把手指导，他把植树技术编成顺口溜：挖大
坑，填表土，三埋两踩一提苗，千万把水来浇好。在植树现场，
种植户们就桃树高密度种植技术和管理方式认真询问，闫昭峰耐
心讲解和回答，群众听得津津有味。随后，技术人员又来到李庄
乡植树场地传经送宝，每到一处，都受到植树群众的欢迎。

梁园区林业局

科研扎根田野 技术送到农家

这几天，虽然天气遭遇了“倒春寒”，但梁园区刘
口乡却处处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文明遐迩的全
国文明村刘灿村全村村民走进田野，用绳子东西南北拉
出直线，一棵棵新栽的优质桃树左右成行，蜿蜒曲折的
水龙带伸进桃林深处，把一棵棵桃树滋润得生机勃勃。

在刘口乡，和刘灿村一样“大刀阔斧”搞农业种植
结构调整的村庄还有西刘村、大刘村、中陈村等，这些
村的群众都是统一了思想，坚定了信念，围绕林水相依
的生态旅游，在美丽的“城市后花园”再开拓出一片

“桃花盛开的地方”，精心给市民打造一处“春看桃花
艳、夏品鲜桃甜”的“世外桃源”。

3月12日，记者跟随梁园区区长薛凤林走进这片土地，
看到一碧千顷的麦田里人头攒动、铁锹飞舞，几年前栽下
的桃林在春风吹拂下又是一年桃花红。薛凤林兴致勃勃
脱口而出：“两会的声音已经在梁园大地得到了回应！”

随行的刘口乡党委书记祝玉波说，这几年，刘口乡
围绕发展生态旅游提升林果经济，打破陈规创新路子，

坚决走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新途径。全乡将桃树
种植作为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切入点，科学规划、精
心布局，说干就干。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今年，刘口乡种植桃树面积达
2000亩，主要分布在刘灿、大刘、西刘、中陈等几个
村，成方连片已成规模。

刘口乡党委、政府从当地实际出发，发展林果经
济，意在拉长农业产业链条有可持续发展之路，他们计
划围绕生态旅游和产业发展相融合，打造桃园品牌、桃
果加工、桃木工艺品等配套项目实施，最终实现贫困村
向美丽乡村的跨越。

“去年今日此地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今日又来古
刘口，更多桃花笑春风。”眼前的景象诗情画意，薛凤
林不禁脱口而出，将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改
写了一番，顿时，桃林深处传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在这
个周末，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在含苞待放的枝头上飘
荡！薛凤林随后对刘口乡负责人说，刘口乡要进一步扩

大桃树种植规模，从桃花观赏价值角度优化桃树布局，
打造梁园 “桃花乡”，发展桃文化，以桃为媒，以花会
友，全力打造都市人生态休闲后花园。经过生态建设的
发展，依托黄河故道天沐湖景区的旅游资源优势，尽力
将刘口塑造成人们亲近自然、假日旅游的休闲之地、世
外桃源，最终形成特色产业带动乡村旅游发展的模式，
让群众从根本上脱贫致富。

刘口乡：桃花倒映着美丽的村庄
本报记者 单保良 通讯员 史国栋

一夜之间，国家森林公园银杏成林，景色
壮观，为梁园区万亩林海增添了无限春色。今
年春天，在市区两级林业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投资400多万元，购置成才银杏树4500棵，打
造了200多亩的银杏林，同时，配备了专业管
理人员精细化管理，着力打造市民休闲娱乐的
银杏风情园。图为已经栽植好的银杏林景观通
道。 本报记者 单保良 摄

本报讯（刘 颖）一年之计在于春。从年初以来，梁园区长
征街道办事处紧紧围绕区委“三区五带动”发展战略和“2446”
工作思路，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精神状态，落
实三项措施，顺利实现招商引资开门红。

明确方向。办事处结合自身发展优势，紧紧围绕高新技术产
业、思凯琳产业园、城市综合体建设等三大目标抓好招商引资；围
绕成型街道，推进婚纱摄影一条街、洋货一条街等特色街区建设。

主动出击。办事处党政“一把手”亲自带队，到长三角、珠
三角、京津冀等地区考察，对于有投资意向且符合梁园区主导产
业的项目安排专人盯死盯牢，坐地洽谈。截至目前，北京盛世光
明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商丘凯建家具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已分别落
户“双创产业园”和大学生创业园，浙江优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已处于考察洽谈阶段。

以商引商。做好落地企业服务文章，起到引来一个，带来一
批，辐射一片的效果。目前，丹尼斯三期已签约高铁商城大卖
场；华联国贸与江苏五洲建设集团合作，计划投资5亿元在沃尔
玛西侧建设城市综合体项目；维德医疗通过不断的优质服务，实
现产销两旺，计划在产业集聚区内进行二期建设。

长征街道办事处

三项措施实现招商引资开门红

刘口乡村民栽种桃树苗。
本报记者 单保良 通讯员 史国栋 摄

为推动农业种植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农民精准脱贫步伐，今年，梁园区在8个农村乡镇全面实
施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刘口乡在原有种植大樱桃的基础上今年又新栽大樱桃200亩，优质水蜜桃
1500亩，全乡林果面积超过4000亩。早春二月，梁园广大农村桃花红，菜花黄，农人荷锄劳作忙，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图为区领导日前深入双八镇调研农业结构调整。 本报记者 单保良 摄

乡镇之窗

本报讯（杨 艳）“为保今年小麦丰收，俺村动用了 30多眼机
井，让 3000亩小麦及时喝上了‘返青水’。”3月 13日，梁园区水池
铺乡尚楼村党支部书记李庆丰高兴地对笔者说。

今春雨少，小麦出现旱情，水池铺乡高度重视春季小麦灌溉工
作，及时召开专题会议，部署今年麦田抗旱，并将工作任务细化到
村组，掀起小麦灌溉高潮，确保全乡小麦喝上“返青水”。

该乡为确保辖区小麦达到全部灌溉，他们采取有力措施抓落
实，分管农业副乡长主抓抗旱，组建了乡农业服务中心，成立了抗
旱保苗服务队，实施了乡副职包片、一般干部包村、村支部书记包
户包地块的运行工作机制，督促麦田春灌生产，并向广大农民宣传
灌溉保苗保丰收的意义。乡农机站对灌溉机械、机具进行了维修，
对老化机井进行了抢修。

目前，该乡日动用机井 200多眼，日出动劳力 1500多人，抢时
间，争速度，日夜不停为麦田“解渴”。

水池铺乡全民动员为麦田“解渴”

本报讯（韩经领）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生产正当时。眼下，梁
园区孙福集乡30名驻村干部正随同农业科技人员走村入户，通过
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知识培训，向农民传授各种农业科技新知识，
指导农户科学治田，为今年农业的增产增收“保驾护航”。

他们利用“远程教育”、农家书屋、现场讲座等平台普及农业科
技知识，让科技打头阵，以提升农业生产综合能力、提高农民科学
种养水平为出发点，向农户传授春耕生产中所需的实用技术和信
息，帮助他们解决春耕备耕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难题。同时，打出春
耕备播“科技牌”，农业科技人员深入到各村、农家院舍和田间地
头，以发放资料、现场解答、田间指导等多种形式，向农民传授大棚
蔬菜管理、山药种植、莲藕种植、配方施肥等技术，为春耕生产送去
了及时雨，对农户提供最新的市场供求信息，推广农业新技术、新
产品，开出“科技处方”，把科技致富的经验及科技知识传授到千家
万户。

据统计，进入3月份以来，他们共举办科技培训班5场，现场培
训农民 1600多人次，印发各种政策、信息和科技“明白纸”5000余
份，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孙福集乡科技引导春耕生产

无公害蔬菜从这里走向市民们的餐桌。 单保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