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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清河县葛仙庄镇按照县
委、县政府安排部署，全镇动员，周
密部署，扎实推进“两禁一防一清
理”（即：禁放烟花爆竹、禁烧荒草秸
秆落叶垃圾、林地及绿化通道防火、
劣质散煤清理）工作落地落实，进一
步改善全县环境质量。

葛仙庄镇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刊发
公告，“村村响”大喇叭循环广播宣传
音频，张贴通告150余张，悬挂横幅
410余条等方式，开展多层次、立体
宣传引导，确保家喻户晓、入心入

脑。依托“网格化”管理模式，调动
225名网格员开展地毯式、拉网式巡
查，并逐户与群众、商户签订承诺
书。截至目前，全镇已签订承诺书
16000余份。镇综合执法队每天调用7
辆公务用车，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不间
断督查，对镇域实施全面管控，做到
有情况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上
报、第一时间处理，确保全镇“两禁
一防一清理”工作落到实处，助力全
县大气环境质量稳步提高。

（王文哲）

清河县葛仙庄镇

全面开展“两禁一防一清理”工作

本报记者 闫丽静 通讯员 乔娜

2020年 12月 25日，农历十一
月十一，是巨鹿“赶大集”的日子。尽
管天气寒冷，在巨鹿县金银花交易
市场，却是人头攒动，农户、商贩三
五成群，围着一袋袋、一堆堆的金银
花干花，看品相、谈价格，热闹非凡。

近年来，巨鹿县充分发挥中国
金银花道地药材之乡、中国金银花
之乡、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示范
基地优势，通过规模种植、优化供
给、培育产业、打响品牌等方式，创
建了全国集中种植面积最大、产量
最高、产业链条最长、市场最大、品
质最好的金银花产业集群，在壮大
县域特色农业、促进农民持续稳定
增收方面起到了明显成效。

久久为功持续发力，
培育特色产业集群

付庄村的尼胜礼，2019 年种
了 50 余亩成方连片的金银花，
2020 年 9 月份，就领到了 2.5 万余
元的种植补贴。

为了加快金银花种植规模化、
标准化，推动金银花产业形成“一乡
一业、一村一品”发展格局，去年，该
县出台了扶持发展特色产业规模种

植的意见，其中规定在 2019 年到
2021年期间，在巨鹿辖区内新种植
的规模在50亩以上的金银花，依次
按照每亩每年500元、400元、300
元的标准进行补贴，连续补贴三年。

不仅规模种植有补贴，该县在
金银花采摘、烘干、储存服务、深加
工等全产业链条上，多方给予群众
补贴，把更多群众吸附在金银花产
业链条上，实现增收。

有了政策加持，老百姓的积极
性高涨。截至目前，该县共发展金银
花标准化种植基地61个、省级中药
材示范园17个，其中1万亩金银花
特色种植基地被评为“全国绿色食
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规模化种植一方面能提高机
械化水平，另一方面也便于铺设滴
灌带、布置绿色防控设施等，对提高
金银花品质、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促进农民增收都至关重要。”该县农
业局农艺师信兆爽说。

“在规模化种植的基础上，为了
能够进一步提升金银花的供给质
量，我们还联合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药用植物研究中心，制定建立了‘无
公害金银花田间生产技术规程’省
级标准，正在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等
合作，推进金银花种植资源圃和金
银花全过程管理标准体系建设。”该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国亮介绍

说，县内还全面取缔硫磺熏蒸、煤加
热烘干工艺，建成了集体制电热烘
干机房260个，全县无害化烘干能
力达到1.2万吨，同时，与中国农科
院合作，研发了超低温联合负压干
燥技术，有效提高了金银花干花产
出量和药效成分，促进了金银花价
格翻番。

延伸链条优化质量，
助力金银花可持续发展

金银花成了致富花，越来越多
的农户将精力和财力都投了进去。
可毕竟是种在地里的东西，万一老
天爷不给力，可怎么办？

为了让农户吃上“定心丸”，
2020年4月份，该县推出金银花气
象指数保险服务，将由于极端气象
灾害造成的金银花减产等损失降到
最低，保障群众收入稳定。

“2020年夏天我给28亩的金银
花投了保，没想到还真用上了！汛期
时遇到了连续的阴雨天，一部分盛
开的金银花受损，保险公司赔了
1680元！”纪家寨村的金银花种植
大户解群芳说。

截至目前，巨鹿1.1万亩金银花
已参保，涉及农户达3800多家，理
赔60多万元。

“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
深做实，加快提升金银花的供给质
量，并以此为依托，完善上下游产业
链，培育‘明星’企业，打造‘拳头’产

品，培强金银花特色产业竞争力，助
力金银花长期可持续发展。”该县县
委书记孙保祥说。

目前，该县已培育发展台湾生
物医药大健康产业园、旺泉饮品、泰
然农业等金银花深加工企业90多
家，开发上市了金银花茶、保健食
品、化妆品、饮品、口含片等产品30
余种，逐步摆脱单纯卖原材料和粗
加工阶段。

“依托金银花资源优势，从标准
化种植、检验检测、科技研发、规模
生产、商务转化等方面全产业链推
进，不断提升巨鹿金银花产品的附
加值。”孙保祥说，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打造农业品牌，擦亮巨鹿金银花
这张名片。

据了解，该县已注册了“巨鹿金
银花”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巨
鹿金银花”被收入“中国农业品牌目
录2019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品
牌价值评估34.53亿元；“巨鹿·中国
金银花产业指数”已成为国内金银
花价格的“风向标”；建成了双万亩、
金银花园艺小镇、泰然康养园区等
一批精品景点，叫响“金银花海、康
养福地”品牌。

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巨鹿县金
银花种植面积已达13万亩，年产优
质干花1.4万吨，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60%，总产值近30亿元。2014年以
来，全县8.5万余名贫困人口中，通
过金银花产业稳定脱贫的达到4.4
万人，占全部脱困群众的52%，金银
花真正成了群众的脱贫花、致富花。

巨鹿县金银花种植面积达13万亩，年产优质干花1.4万吨，约
占全国总产量的60%，总产值近30亿元——

金银花 致富花
探索“千斤粮、万元钱”模式案例(3)

认真贯彻落实市委九届九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九届九次全会精神
奋力开创新时代高质量赶超发展新局面

日前，在南和区郝桥镇南葭
村，农民在育苗温室内查看秧苗生
长情况。

连日来，南和区育苗基地，农
民抢抓时机培育蔬菜、瓜果秧苗，
全力保障“菜篮子”稳定供应。

（本报记者 邱洪生 摄）

温室育苗

本报讯（颜征华）尽管天气寒
冷，却挡不住群众健身的热情。任
泽区人民公园内，十几名学生在檀
俊强的带领下习练王其和太极拳，
轻灵的步伐、舒展的动作、干脆的
拳法，引得附近散步、晨练的市民
驻足观看、拍手叫好。

“习练太极拳不仅能够强身健
体，还能够修身养性，促进家庭和
睦、社会和谐。作为王其和太极拳
的传人，有责任、有义务让王其和
太极拳走进千家万户，传承弘扬太
极文化，带动社会风气不断向上。”
檀俊强说。

今年50岁的檀俊强是王其和太
极拳的第四代传人。30多年前，年
仅十几岁的檀俊强通过一次偶然的
机会接触到王其和太极拳，就被其
独特的魅力深深吸引，从此檀俊强
每天苦练拳法、深研拳理，多次参

加国内外太极拳推手比赛，并夺得
冠、亚军。在他的带动下，檀家一
家四代都喜欢上习练太极拳，并连
续3年参加王其和太极拳家庭友谊
赛。此外，檀俊强利用业余时间开
办了公益太极拳习练班，义务教授
青少年和慕名而来的太极拳爱好者
习练太极拳。

王其和太极拳形成于清末民
初，是任泽区（原任县）人王其和
先生在精心研练多家拳械功夫的基
础上，根据自己的体悟和实践创编而
成的一套形神兼备、练用结合、独具
特色的太极拳套路。该拳法动作轻
灵、外柔内刚，是一套集健身防身、适
合群众习练的拳路。2014年，被列入
国家级非遗。去年12月17日，中国太
极拳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王其和太极拳作为七个子
项目之一位列其中。

任泽区群众自古就有习练王其
和太极拳的传统。为了进一步传承
弘扬王其和太极拳文化，任泽区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太极拳运动的
发展，组织学习培训和比赛交流活
动，在全区开展太极拳进机关、进
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
进家庭“六进”活动，大力培树太
极拳的形象、品牌和魅力，使王其
和太极拳成为群众喜爱的民间体育
活动，让太极拳不断发扬光大。

把“太极拳进校园”活动作为
普及推广王其和太极拳的重点，利
用校本课程、特色社团、阳光体育
活动，在全区中小学校开设王其和
太极拳特色体育课程，小学生每学
年习练10至12课时，中学生每学年
习练6至8课时。定期组织交流比
赛，推动阳光体育运动，促进青少
年全面健康成长。

在开展“太极拳进校园”活动
的同时，任泽区致力于让王其和太
极拳走进千家万户。郭秀敏是任泽
区环水村人，其一家三代都是太极
拳运动的爱好者，现在全家人将习
练太极拳当作一场日常运动，“我和
我老公、闺女每天都会一起习练，
这是一种全身运动，希望更多的人
能够认识、了解太极拳这项运动，
然后加入进来。”郭秀敏说。

目前，任泽区依托河北省王其
和太极拳协会，在全区建立区一级
王其和太极拳传习所，在乡镇（社
区）建立14个王其和太极拳辅导站
（点），在全区72所中小学校开设了
王其和太极拳课程，连续举办3届
王其和太极拳家庭友谊赛，王其和
太极拳在社区、农村、学校、家
庭、机关、企业全面开花，成为当
地群众健身新时尚。

中国太极拳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王其和太极拳作为七个子项目之一位列其中

任泽区：“非遗”引领健身新时尚

本报讯（邢梓涵 范亮虎）“最
近我们每天帮农户代销苹果约 5 万
公斤，前来下订单的各地客户络绎
不绝。”时值寒冬，邢台市新康果
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路军一边忙碌
着一边说。

在市果品批发市场，王路军被称
为“苹果销售大王”，年销售量约
2500 万公斤。在邢台市供销社系
统，不乏王路军这样的销售好手，其
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有30多家经营
户，他们极大地缓解了当地农户的卖
难问题。

去年以来，市供销合作社以“持
续深化综合改革”等10项重点工作为
总抓手，倾力打造“旗帜供销、为农
供销、实力供销、数字供销”服务体
系，探索推进“千斤粮、万元钱”农
业生产模式，搭建为农服务新平台。

充分发挥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优
势、供销品牌优势和经营网络优势，
市供销社系统引领小农户向新型农业
主体转变，农民合作社向农民合作社
联合社转变，零散土地种植向集约
化、规模化经营转变，农产品销售向
品牌化转变。截至目前，市供销社系
统引领带动发展农民合作社 2543
个，农村合作社联合社335个，其中
培育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民合作
社示范社6家，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
范社4家。两家单位荣获中华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金扁担改革贡献奖”，
两人荣获“红背篓精神传承奖”。

通过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平台，
市供销社系统进一步拓宽为农服务
新领域，将农村“沉睡”资源变成

“活”的资本，增加农户和村集体收
入，打造“为农供销”。去年，组织
近百家企业参加各级各类产销对
接、农超对接活动15次，交易额超5
亿元，助农增收 4000 万元。6 个原
国家级贫困县的479个农产品入驻国
家贫困地区网络销售“832 平台”，
销售额达3500万元。

为加快实现土地资源集约化和规
模化经营，市供销社系统围绕农业产
销各环节，提供包括农资配送、配方
施肥、农机作业、农作物病害统防统
治、收割烘干、加工销售等的“一条
龙”服务，降低种地成本，提高农民
收入。目前，全市供销社系统土地托
管半托管服务面积达185万亩，促进
了农户和现代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紧密
衔接。

依托科技力量，打造“数字供
销”。去年，市供销合作社积极领
办、创办县级电商运营中心12个，培
育电商企业 50 多家，农村 （社区）
电商服务站（点）1834个，全市供销
合作社系统农村综合服务社 （中心）
达到3023家，建设庄稼医院235家。
其中，宁晋县供销合作社将13家农资
公司整合为兴社农资配送中心，上联
厂家、下建网点，拥有40个厂家120
个名优农资品牌的总代理权、总经销
权，实行采购、价格、配送等“六个
统一”管理模式，构建起覆盖全县的
农资流通网络，年购销量占全县农资
市场份额80%以上。

去年上半年，在农产品因疫情影
响而线下销售受阻形势下，市供销合
作社依托科技力量，打造“数字供
销”，引入百世云仓管理系统及物流
管理系统，将淘宝、京东、苏宁三大
电商平台邢台馆销售数据及库存数据
与百世云仓“双打通”，使农特产品
线上流通效率大幅提升。

此外，全市供销社系统持续推进
线下服务迈向“数字化”，与中化农
业集团等龙头企业合作，对托管土地
提供智慧农业管理服务，通过物联
网、卫星遥感、精准气象和大数据分
析等技术，对所托管的土地从选种到
销售各环节实行科学管控，不仅“把
地种好”，而且产品“卖出好价”。截
至目前，市供销社系统已对所托管的
10万多亩土地实现智慧管理，服务农
民8000多户。

市供销社打造新型服务体系

助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寒冬时节，市开发区青介村温室大棚里暖意融融、绿意盎然，农民忙着采收
或管理西红柿、红辣椒等果蔬，这些“红元素”农产品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促
进了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增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李院红 摄）

本报讯（李俊彦 郭雅楠）责
任网格化、宣传立体化、卫生清洁
化、督导常态化……清河县王官庄
镇依托“四化”工作法，着力加快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进
一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

责任网格化，建立“镇干包
村、村干包片、党员包保到户”
的网格化包保机制，将全镇细致
划分为899个网格，确保人人身上
有任务、个个肩上有担子，为人
居环境整治强化组织保障。为营
造人居环境整治浓厚氛围，坚持

线上线下齐发力、广宣传。充分
利用微信群、智能广播、悬挂横
幅、入户宣传等方式，多渠道、
多层次、全方位抓宣传，高密度
全覆盖进行宣传相关政策和管理
制度，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
知，切实提升广大干群的环境卫

生意识。突出集中整治与日常保
洁相结合，聚焦聚力道路两侧、庭
院内外、门前屋后、背街小巷等重
点难点区域，及时清运各类垃圾、
清理杂物，确保卫生清扫无死角、
环境整治全覆盖。强化督导，成立
3个督导检查小组，不定期查看环
境整治情况，对存在的问题重点督
导、及时整改，对于进度缓慢、整
治力度小、重视程度不够的村进行
通报，以督查常态化巩固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成效。

清河县王官庄镇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责任网格化 清洁日常化

本报讯（徐艳争 蔡仁亮）“用
‘空气能’取暖真不错，这大冬天晚上
全家能睡个安稳觉了……”内丘县柳
林镇马河西台村村民李春海喜滋滋地
说。据悉，该县按照应改尽改、能改
尽改原则，已有48072户农户完成电
代煤、气代煤 （以下简称“双代”）
等工程，基本实现全县平原地区清洁
取暖全覆盖。

为做好农村冬季清洁取暖工作，
内丘县去年以“宜气则气、宜电则
电、宜煤则煤，以气定改、以电定
改、先立后破”为原则，从县住建等
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双代”改造工作
专班，积极筹措1400余万元财政资金
作为保障，在邢台市率先对空气源热
泵、太阳能+辅助电取暖设备予以补
助，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及分管领
导多次调度、现场推进工程进度，顺
利完成11403户“双代”改造任务。

强化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县市
场监管部门负责抽检“双代”设备质
量，各乡镇、县燃气公司分别设立驻
村安全员，聘请燃气专家对各驻村安
全员、村支书、镇主管干部进行了业
务培训，在农户家中张贴燃气安全网
格化监管责任公示牌并发放“双代”
安全使用明白纸1万余份，成立检查
组逐户检查管道防撞设施、室内安全
用气等重点事项，督促相关单位整改
到位。

保障“双代”实施。该县制定天
然气冬季保障应急预案，保障燃气供
应，明确天然气应急调峰用户名单，
并备有应急LNG气源。电力部门投资
1349.57万元，对线路和电代煤村、农
户电网作改造升级；搭建“煤改电”
运维服务保障平台，对采暖问题故障
响应、诊断、处理一次到位，确保群
众安全温暖过冬。

内丘平原地区清洁取暖基本全覆盖
48072户农户完成电代煤、气代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