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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菊黄蟹肥，正是全国农民
收获希望和梦想的季节。9月23日，在第
二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当天，河南省
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商丘市分会场在
夏邑县太平镇隆重举行。

民权县双塔镇关帝庙村村民冯魁忠从
有关领导手中接过晶莹剔透的“商丘市十
佳农民”奖杯和红彤彤的荣誉证书激动不
已，几年来返乡创业的辛酸付出都化作了
他脸上的笑容。

外出打拼当老板

冯魁忠在外闯荡多年，在十里八乡也
算是一位风光人物，提起他返乡创业当农
民的事，他说得干脆利落，“回到老家，
俺不后悔！农村将成为未来的奢侈品，农
民将成为高雅的职业！我始终相信黄土地
里能刨出金子来！”

说起冯魁忠的返乡创业还真有很多可
圈可点的故事。

今年 48岁的冯魁忠，1990年高中毕
业后回家务农，1997年冯魁忠走出家门
闯荡。他先后在厦门、北京、昆明、西安
等地干起了消防工程，经过五六年的打
拼，身上小有积蓄。

时光转到 2012年秋，党的十八大胜
利召开，中央加大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关心
关爱，出台了很多农民创业的优惠政策，
也正在此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社交
场上认识了北京农科院和央视军事农业频
道的两位朋友，向他提供了有关种植绿色
无公害优质水果大有前途的信息。

回到宿舍的那一夜，冯魁忠想了很
多，他想到家乡双塔属黄河滩区，历史上
黄河泛滥给这里留下了大面积的沙质土
壤，这里没有工业污染，适合发展水果种
植业，于是他就暗下决心返乡大干一场。

返乡创业当农民

冯魁忠有个倔脾气，认准的事八头老
牛也拉不回来。但当他回到家后傻脸了，
老父亲和妻子是坚决反对，他们一直认
为，在外面干工程，一年少说也能弄个二
三十万的，回来种地能弄几个钱？

冯魁忠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最后
老父亲才勉强同意他先干一年看看。

冯魁忠先是流转了周围村庄400多亩
土地，开始种植桃、苹果和石榴，他从郑
州果树研究所和山东等地高价买来果苗。

而管理时更让村民们匪夷所思：不上一粒
化学肥料、不打一滴农药，施肥用大豆
饼、鸡粪等，每亩投资几百块。第三年盛
果期，水果含糖量高，香甜可口，可是到
市场上，价格比普通水果高出几倍，当时
城里的市民还不能完全接受这种高质高价
的水果，冯魁忠又跑了很多超市，也都是
吃了“闭门羹”。

干到第四年，冯魁忠屈指一算，赔了
400多万元。这时候老父亲说话了，“看
看，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干，非得干人家都
不想干的种地活，出苦力还不赚钱，你还
是回城里老老实实地干工程去吧！”

黄土地里能掘金

开弓没有回头箭。冯魁忠想，再大的
困难也得干！于是，他调整思路，退回了
350亩流转的土地，先搞小面积种植、养
殖，搞精细化管理。

两年来，他在剩余的 50亩地上分三
块经营：一块是优质“黄金蜜”水蜜桃、
一块是盆栽红薯、一块是环保高营养养殖
土鸡。

10月 16日，记者在他的养鸡场见到
了冯魁忠。他高大的身材，黝黑的皮肤，
说起话来声如洪钟，“你尝尝俺在冷库存
放的‘黄金蜜’，这桃子是喝牛奶长大
的，俺有专门的配方。”耳听为虚，品一

口桃子，满口流蜜，甜到心底。
说起种桃的效益，他说这种高端的桃

子，不论斤卖而是论箱卖。每箱装 12个
桃子卖100元，现在通过网络销往全国各
地，卖的非常好。今年夏天 500 多棵桃
树的桃子至少能卖10多万元！

冯魁忠尝到了科技种田的甜头，他
说，为了买到好桃树苗，他几乎跑遍了全
国各地，桃树栽上后，他吃住在地里，辛
勤培育，像呵护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精心
管理，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为了让桃树
早挂果，他努力钻研，虚心向果农请教学
习。冯魁忠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说：“俺
这叫立体种植，我这脱毒红薯是无土栽
培，在防晒袋装上有机肥，插上红薯秧，
红薯长得大，收获时方便！”

今春，冯魁忠种植的2万余盆红薯获
得大丰收，每盆红薯 20公斤土壤和有机
质肥料，每盆可产优质蜜薯 3公斤左右，
市场上蜜薯每公斤12元。

冯魁忠的盆栽红薯是种植业的一大创
新，商丘市农业科学院红薯研究室的高级

农艺师杨爱梅教授说，冯魁忠盆栽红薯集
约节约土地、绿色环保无公害，开创了盆
栽种植农作物的先河，我们正积极帮助他
申报国家专利。

冯魁忠还利用流转的 50亩土地，散
养土鸡。他从山东购来优质鸡苗，在喂养
方面，他除了让鸡仔在林子里寻觅活虫当

“零食”外，关键是他给鸡仔们喂食灵
芝、大枣、枸杞、豆粕等。“别人的鸡蛋
论斤卖，俺的鸡蛋论个卖，2块钱一个，
就这还得先预订，抢手嘞很！这可不是一
般的鸡蛋啊，俺这鸡蛋可是含‘脑黄金’
的鸡蛋，已经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福
满蛋’商标，河南省独一家！”

冯魁忠说，经营这种“放心鸡蛋”，
一路走来，满腹艰辛。前年，当他看到一
枚枚洁白的鸡蛋高兴没多久，就发现这鸡
蛋在农村没有销路，价格的昂贵不能让老
百姓接受，在城里一时半会也打不开销
路。

冯魁忠认准的路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
到底，于是他调整销售渠道，加大宣传力
度，第二年就有了销路。

“‘脑黄金’是促进大脑发育的重要物
质，俺在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检测过。”冯魁忠说着说着，把农业农村部
农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的检测报告“秀”
出来。检测中心的检测员胡京枝在检测报
告签字时告诉冯魁忠说，做一辈子检测了，
还没有检测过好品质的鸡蛋。

有了这样一份检测报告，冯魁忠信心
更足了。冯魁忠兴奋地说：“这种高营养
的鸡蛋在网上卖得很‘疯’。北京的一家
公司准备批量购进。同样的是喂鸡，我卖
出的鸡蛋每公斤 20多元，俺村嘞邻居都
说俺在薄沙地‘种’金蛋。”

“俺虽学问不高，但每天都看新闻联
播，关心国家大事，习总书记对我们河南
极为关心，时隔五年他再次来河南视察调
研，又给我们作出指示，要求我们实现经
济发展，农民增收，生态良好。我想农村
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我有决心把我眼下的
这‘三块蛋糕’越做越大！”冯魁忠憧憬
未来，信心满满。

不当老板当农民 荒地种出“金坨坨”
—记商丘市十佳农民、双塔镇关帝庙村村民冯魁忠

本报记者 闫鹏亮

冯魁忠在给盆栽红薯除草。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周长桥 冯
涛）“68年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三代民权林
场人治风沙、盐碱、荒漠的精神至今令人感动，
使我深切地感悟到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10月16日，民权县县委组织部全体工作人员到
有“河南塞罕坝”美誉的申甘林带实地学习“河
南塞罕坝”精神后，组织部干部薛军感慨地说。

据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启动
以来，该县着力抓住四个结合，不断推动主题教
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点面结合抓带动。该县县处级领导干部率
先垂范，在“河南塞罕坝”申甘林带重温了入党
誓词、深入学习弘扬了“河南塞罕坝”精神；邀请
省委党校教授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报
告，进行了研讨交流。基层党员干部及时跟进，
全县71个县直单位和19个乡（镇、街道）基层党
员干部聚焦主题组织学习，认真开展“四对照四
反思”，结合落实党员积分管理、无职党员“一编
三定”、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党员先锋岗、党员
责任区等制度，主动学，主动查，主动改，不折不
扣抓好主题教育各项工作落实。县委成立了领
导小组，设立14个巡回指导组，从严要求，从实
指导，确保主题教育不走偏、不打折。班子成员
履行“一岗双责”，加强对分管领域和部门的督
促指导。

学做结合抓驱动。该县以“逐村观摩、整乡
推进、全县提升”和“逐支部观摩、整机关提升”
为抓手，先后投入资金1000余万元，使全县168
个机关党员活动阵地达到有场所、有党旗、有设
施、有版面、有资料、有活动、有措施、有成效“八
有”标准，评定出县检察院、人社局、公安局等
20个各具特色的“红色先锋党支部”。建立主
题党日“1+N”长效机制，将每月 9日定为全县
各级党组织的主题党日。“1”即每月 1套“规定
动作”，全县各级党组织在主题党日当天进行重
温入党誓词、集中交纳党费、学习党建知识、开展“三会一课”等
规定动作。“N”即每月N个“自选动作”，由各党支部结合主题教
育工作要求和自身实际合理确定。通过明确活动时间和载体，
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推动了主题教育深入开展。

虚实结合抓促动。该县深入实施“红色先锋工程”。充分发
挥“一街两园三基地”（党建文化主题街；党建文化主题公园、革
命烈士陵园；“秣坡红色党支部、李馆红色地道、葛庄红色堡垒
村”三个红色教育基地）的作用，把党建阵地由室内拓展至室外，
教育对象由党员扩展至群众，累计教育党员群众 100 余万人
次。用好“学习强国”、县乡村三级微信群、微视频等新媒体，依
托全国首个网上工委——民权网上工委，开辟 60余个专题，对
全县党员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目前，登录网站
学习党员累计700余万人次。

查改结合抓联动。该县通过开展“三查三问三亮”专项活动
即一查党组织是否履行职责、二查党员作用是否发挥、三查党内
组织生活是否落实；一问入党为什么，二问在党干什么，三问“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收获什么；一亮党员身份、二亮党
员职责、三亮党员承诺，坚持边学习边调研，边查摆边落实，以学
促查、查改结合，围绕“8+1”专项整治，着力抓好重大部署贯彻
落实，抓好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抓好具体问题边查边改，打通联
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努力使党建带上民生“温度”、让民生
烙上党建“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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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增峰 崔 娜） 金秋之际，硕果飘香。前不
久，在 2019中国·乌海沙漠葡萄酒文化旅游节期间，举办了

“2019年世界沙漠葡萄酒大赛”颁奖典礼。经过11位品酒师对
170余款葡萄酒的细心、严格评比，河南省葡萄酒行业唯一荣
获国家绿色食品认证的冷谷红干白葡萄酒在会上大放异彩，揽
获“2019年世界沙漠葡萄酒大赛”金奖，为河南葡萄酒行业
和黄河故道葡萄酒系争得了殊荣。

据了解，此次大赛的赛程设计、酒样选择、比赛规则均参
考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标准执行，评委们从外观、香气、口
感、品质、成熟度等方面对参赛作品进行盲评，保证公平公正
公开，大赛获奖产品将被当代中国书法艺术馆的世界沙漠葡萄
酒博物馆永久收藏展陈。

“冷谷红用心酿造每一瓶酒，以零风险为目标，打造原生
态的绿色有机葡萄酒！”民权冷谷红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耿红伟说。2014年 12月，冷谷红葡萄酒传统酿造技艺被列
入商丘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冷谷红葡萄酒连续荣获
第十七届、十八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荣获十二届中国
国家有机食品博览会金奖，并被河南商务厅授予“河南老字
号”称号。

民权冷谷红葡萄酒揽获

“2019年世界沙漠葡萄酒大赛”金奖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胡爱莲）今年年初以来，
民权县招标办公室为切实提高全体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树立
单位的良好形象，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不断加强职工的学习培
训，全体人员的业务水平有了大大地提升，在服务于全县的建
设工程项目招标投标监督管理工作中赢得了社会的好评。

据悉，民权县招标办公室担负着全县建设工程项目的招标
投标监督管理工作，业务量大，责任重。他们首先结合单位工
作实际，制订出详细的学习计划，坚持集中与自学相结合。与
此同时，创新学习方法，采取招标办公室主任授课，业务骨干
谈经验，职工之间相互交流、研讨，外出到同行业单位参观取
经等形式，使学习活动灵活多样，有声有色。其次是充分利用
网络平台，每周集中一次了解职工学习国家有关最新的招标投
标管理政策情况，并要求职工把这些新政策、新规定、新要求
熟记于心，科学地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保证招标投标活动公
开、公平、公正、科学地进行。招标办公室除制定了严格的
《招标办公室工作人员廉洁自律准则》等相关制度外，还定期
组织工作人员集中观看有关建设工程领域的反腐警示教育片，
做到警钟长鸣。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学习活动，使招标办公室全体人员的理
论水平、业务能力、办事效率、服务意识等都有了明显提升，
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县招标办公室

多措并举为职工“充电”

“国庆节俺公司都没有放假，因为订单太多，俺干的活
也多些，估计这个月发 3000 多块钱不成问题。一般情况
下，每月挣个 2800块钱左右。“10月 16日，在民权县林七
乡王飞凡木质品有限公司车间，王双楼村贫困户张凤丽喜笑
颜开地说。

林七乡玉飞凡木制品有限公司，是该乡域内工业项目之
一，总投资 400余万元，拥有先进加工设备 10台，主要设
计、生产和销售木制品，包括各式包装盒、木制玩具、节日
礼品、雕朔产品、油画框以及印花、烫金、烙印、雕刻、高
密度丝印等技术含量较高工艺品，年销售额一千多万元，产
品远销欧美、日本、东南亚等 10多个国家和地区。吸纳附
近群众就业人员 65人，人均月工资 2000多元，熟手可拿到
3000多元，并带动贫困人口15人实现了脱贫致富。

公司负责人贾步见谈起了在家乡办公司的初衷，“我
原来在山东曹县办厂，春节来家探亲的时候，参加了林七
乡召开的返乡务工人才交流会，从那以后开始有回家乡发
展的念头的，要不是参加那次会，还不知道家乡有那么多
那么好的优惠政策呢，加上本乡的劳动力丰富，成本低还
能带动乡亲们发家致富，又能跟亲人在一起，一举多得，
还是回来发展好！”

像贾步见这样的公司，该乡境内还有 20余家，如洁悠
芳纸业有限公司、方圆包装有限公司、同悦博饮品有限公
司、通达服饰有限公司等。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林七乡
党委、乡政府积极响应县产业扶贫号召，每年召开一次“返
乡务工人才交流会”，邀请在外地打拼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创
业，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扶持。并且由于美丽乡村建设，投
资和居住环境都好，所以返乡务工人员都愿意回来创业。

司庄村贫困户在乡洁悠芳纸业有限公司上班，现在不但
有了自己的月计划，也有了自己的年计划。她喜滋滋地说，

“以前自己照顾孩子，出不去，也没地方挣钱，现在好了，
在家边也能挣钱了，一个月能挣 3000左右，到过年的时候
把房子装修得亮堂堂的。这返乡创业的人员，真的为村民办
了一件鼓起腰包的大好事！”

“自从村头建了厂，俺村以前闲着没事干的人，都跑到
厂子里挣钱去了。打牌、喝酒、喷大空、满街遛达的没有
了。这村头厂子，不光让村民挣了钱，还使村风变得越来越
好。”说起村头的扶贫车间和刚投产的制衣厂，该乡夏庙村
村委会负责人赞不绝口。

村头企业助脱贫
□ 朱光伟

10月17日，民权县财政局青年志愿者正在擦拭公交车站牌。近年来，该县积极开展“文明交通”
等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和谐氛围。

本报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王 祥 摄

10月16日，民权县
东区水系项目工程正在
加紧实施之中。今年年
初以来，该县进一步加
大水系治理项目实施力
度，他们以生态城市和
海绵城市为设计理念，
城区重新规划建设“九
河五湖三湿地”河湖水
系，建成后将黑臭水体
治理、老旧城区改造、
城市园林绿化、生态环
境涵养等多项任务实现
有机整合，群众的生活
质量将大大提高。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希望田野希望田野
———新型职业农民风采—新型职业农民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