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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渭南讯（白妮 王蕊
记者 杨晶）近日，渭南市华州
区瓜坡镇孔村苗木花卉种植
扶贫产业园中的月季花芬芳
娇艳，阵阵清香引得路人纷纷
凑上前去合影留念，不但成为
了困难群众脱贫致富的“鲜花
路”，还成了当地有名的冬季
赏花好去处。

“今年我们引进种植的月
季花开得正美，已经可以出售
了，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一株
5 元左右。预计今年的年产
值可达到 200万元左右，纯利

润在 120万元左右，这还不算
种植的一些景观树的收入。”
孔村第一书记田文军向记者
介绍道。

月季被称为花中皇后，又
称月月红。因四季开花，一般
为红色或粉色，偶有白色和黄
色，亦称月季花。因其攀援生
长的特性，能构成赏心悦目的
通道和花柱，以各种拱形、网
格形、框架式架子供月季攀
附，再经过适当的修剪整形，
可装饰建筑物，成为联系建筑
物与园林的巧妙“纽带”。因

此月季花在园林绿化中，有着
不可或缺的价值。在南北园
林中，月季花是使用次数最多
的一种花卉。

在今年，瓜坡镇孔村因地
制宜，开拓思路，争取专项扶
持资金，采用“党支部 合作社
贫困户 三变改革”的发展模
式，成立了孔兴苗木花卉种植
专业合作社，建立精准扶贫产
业园。据了解，孔村苗木花卉
种植产业园占地共计84亩，种
植月季花 72 个品种、约 48 万
株，国槐 5000余株，其他风景

树 1000余株。孔村重点打造
这一精准扶贫产业园，使月季
花等苗木花卉成为村中经济
主打产业，并吸纳村里的贫困
群众在园区内做工，每天的工
资收入在 80 元-100 元，实现
群众增收致富。

田文军告诉记者，按照
贫困户入股协议，年底村里
贫困户还可以领取分红。随
后合作社还计划发展观光农
业，通过不断的创新为集体
经济创造利润，带领大家实
现脱贫致富。

本报商洛讯（樊利仁记者
闫鹏飞）丹凤县充分发挥万湾
现代农业园区物联网项目作
用，带动群众通过土地租赁流
转金、周边贫困户就近就业、社
员入股分红等方式，加快了群
众脱贫致富步伐，促进了现代
农业园区发展。

丹凤县万湾现代农业园区
于 2014 年 3 月被省政府授予

“陕西省现代农业园区”称号，
是一个以水杂果、蔬菜、农产品
加工销售，科技示范、农家美
食、休闲观光为一体的休闲观
光型现代农业园区。温室智能
物联网项目处于万湾现代农业
园区建设的“5大农业主题园”

的蔬菜种植采摘园。示范园由
退伍军人、蔬菜种植能手李刚
兄弟投资兴建。示范园占地
125亩，建有第四代日光温室
15座。丹凤县政府结合全县现
代农业发展水平，将“互联网”
装备于现代农业，实施了万湾
现代农业园区温室智能物联网
建设项目。

项目一期投资 340万元，
建成6栋日光农业物联网智能
温室系统及水肥一体化设施，
包括数据采集系统、视频监控
系统、水肥一体化系统、远程
控制系统、数据处理系统和专
家系统，实现设施蔬菜生产自
动化、智能化、数字化、信息

化。项目二期投资50万元，应
用物联网系统于整个蔬菜基
地，共计装备 14个日光温室。
通过温室智能物联网项目，实
时将温室、湿度、光照、二氧化
碳含量等反馈到手机 APP 及
控制室，根据数据分析，通过
手机和控制室实现温控、定时
自动卷放帘，节约了人力，降
低了成本。以前6个棚卷帘每
天需要 3 人 4 小时，现在仅需
15分钟就可以完成。利用智
能水肥系统，实现了温室定
时、定量、精确灌溉和施肥，每
个温室可节约肥料 0.5 吨以

上，减少用水3吨以上，从而降
低了棚内湿室，控制病害的发
生，减少环境污染。

依托温室智能物联网项
目，有力带动群众脱贫增收，一
是通过土地租赁的方式，以每亩
每年700元-800元，每年为群众
兑付8.5万元土地流转金；二是
项目每年用工50人左右，其中
长期用工15人，季节性用工35
人，带动周边贫困户26人就近
就业，人均年增收3000元；三是
通过社员分红的方式，为26户
社员每年每户分红1000元，加
快了群众脱贫致富步伐。

本报讯（记者杨娜）11月8日，以
“材料工程与山水林田湖草”为主题的
第三届麻省理工学院 ILP全球创新（西
安）论坛在西安召开。本届论坛由陕西
省国土资源厅、省国资会、陕西省外国
专家局、西安浐灞生态区管理委员会主
办，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全球产业联盟、
陕西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等单位承
办。中外相关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领
导共计300余人参加论坛活动。

搭建合作平台
共建生态保护

通过探讨新材料在自然资源、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和利用中的发展和应
用，搭建国内外专家深化合作的广阔平
台。省自然资源厅厅长杨忠武出席论
坛并致辞。省国资委主任任国，中国工
程院院士康振生，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
司代表单卫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企业
关系办公室项目主任赵晓宏等出席论
坛并讲话。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打造陕西样本

杨忠武在大会致辞中表示，本届
论坛聚焦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
统修复、综合治理这一方向，为行业
领域科技研发与推广提供了很好的
交流平台，鼓励陕西地建等省属大型
企业打头阵、当先锋，实施的富平石
川河综合治理、渭东新城污损土地修
复等工程，已经成为全省生态修复治
理的样板工程。希望这样的学术交
流能够为陕西生态文明建设释放新
潜力、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力，为陕
西实施“五新”战略、全面追赶超越贡
献智慧与力量。

扛起国企责任
推动生态环境改善

近年来，陕西地建积极贯彻中央
省上关于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的部署要求，积极开展山水林田湖
草保护修复工作,作为土地生态文明建
设的主力军，主动扛起企业生态环保主
体责任，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和科技引领
战略，形成了“理论研究——技术创新
——集成示范——应用推广”的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机制，确立了陕西地建在
土地工程行业内技术领先地位。

据了解，与会国内外专家接下来
还要参观陕西地建“四大中心”和自然
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退化及未利用
土地整治工程重点实验室浐灞土体有
机重构核心实验区。

本报杨凌讯（孙建恒记者薛保华）
11月8日，由杨凌示范区管委会主办，
杨陵区人民政府、杨陵区旅发委承办，
以“农业硅谷·田园新城”为主题的杨凌
研学旅行推介会在杨凌田园山庄举办。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以农耕文明、
农业科技为特色的“远、近、高、低、新、
美、益”七大研学旅游优势，受到了省内
外中小学和师生的青睐。此次推介会
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尚特梅
斯庄园、陕西征程国防教育训练基地等
优秀研学基地分别结合农耕文化、科技
创新、研学教育等做了旅行推介。现场
为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陕西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等
进行研学基地挂牌。此次杨凌研学旅
行专场推介会签约投资项目共9个，金
额66.75亿元。

百余专家学者共商绿色发展大计
第三届麻省理工学院
ILP全球创新（西安）论坛召开

杨凌农科研学旅行项目
签约66.75亿元

丹凤万湾园区网络扶贫帮民富

华州区：“花卉”铺出脱贫路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扶贫扶志扶智在行动

立足蔬果种植 他让贫困户致富
——记兴平市庄头镇仪空村第一书记郭瑞

郭瑞向参展群众推广村里的农副产品秋葵

本报杨凌讯（孙建恒记者
薛保华）11 月 7 日，记者在第
二十五届杨凌农高会 D 馆见
到一位坐着轮椅在农业展区
前给来往群众推广自己农副
产品的老人。这位老人行动
不便，但谈起果树种植问题
时讲得头头是道。旁边站着
一位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束
秋葵，这一老一少出现在那
里，引来了众多参会群众的
关注。谁也想不到，一年前
老人是贫困户，而年轻人是
一个刚进村的扶贫干部。

郭瑞就是这样一个揣着
青春和梦想对生活充满理想
的人。村民说，郭瑞告诉大
家，要让贫困户能赚到钱了，
他才会踏踏实实地离开。50
岁的张劲松是兴平市庄头镇
仪空村的贫困户，双腿残疾，
双目也几乎失明，仅靠安装
在左眼的晶体才有了一点视
力。2016 年，张劲松靠自己
的毅力种植了 7 亩秋葵，年
底有了 7 万元的收入，算是
已经脱贫。可刚过完新年，
自己的合伙人突然撤离，40
亩 40 多万新苗没了销路，给
他造成了很大打击，眼见苗
子将成为一堆废柴，让他心
灰意冷。

2017 年初，郭瑞成为了

仪空村的第一书记，两人因此
结缘，张劲松不曾想自己人生
转折的关键人物正是这位年
轻的小伙子。而郭瑞刚见到
自己帮扶对象时，也不免有了
一丝紧张感。老人坐在三轮
车上，身体瘦弱。郭瑞认真地
听完老人情况后，毅然决然地
告诉张劲松：“你的创业梦，我
帮你实现。”

就这样，两个人和一辆
三轮车，开始奔波于各个大
小农贸市场、田间地头、农业
科技培训课堂。张劲松身体
疾病行动受限，郭瑞便自己
行动，白天联系电商、跑业
务，晚上就到张劲松家里协
商销路对策，正是这样一种
坚毅的精神，迎来了许多电
商客户的青睐。如今张劲松
的产业已经发展成了一个
120 亩规模的多品种蔬果生
态采摘园，同时还带领其他
贫困户发展苗木种植，搞农
业科技，让村民脱贫致富，创
造属于自己的精神财富。

“我们来给郭书记送锦
旗来了，他不仅让村里的贫
困户摘掉了贫困帽子，还给
我们的产业带来了希望，让
日子过得有盼头了，今天我
们是特地来感谢他的。”2017
年 9 月，已经离开村子的郭

瑞看着村民大老远将锦旗送
到自己手里，连连的感谢，让
他激动不已，招呼大家进屋
里休息。村民聊起果树的发
展状况，当听到树苗为村民
带来了不错的收入，郭瑞欣
慰不已。

今年，郭瑞带着张劲松参
加了第二十五届农高会，将村
里的产业带进了这个“农业奥
运盛会”中。“我从来没想过，会
成为一名创业者，参加这次农
高会，可以推广我的农副产品，
真的非常感谢郭书记，他是我
的伯乐，是我的挚友。”张劲松

感慨道。
2017年，郭瑞获得了全省

优秀第一书记荣誉，他的故事
与省内 28名“第一书记”故事
被省委组织部、省作协摘选，创
作首部驻村书记书刊——《第
一书记扶贫记》。今年的农高
会上，首次设立“驻村书记”成
果展区，邀请了省内 51名“第
一书记”来此，用他们的创新产
品展示新农村的发展面貌，由
郭瑞为代表发布此书，共同讲
述一线干部扶贫的励志故事，
鼓舞更多农村创业者坚定信
心，努力奋斗。

责编：周波 组版：王力 校检：舒悦峰张冬平

官方微博：新浪/腾讯@三秦都市报

2018年11月9日星期五三秦城事Ａ13
www.sanqin.com

本报渭南讯（白妮 王蕊
记者 杨晶）近日，渭南市华州
区瓜坡镇孔村苗木花卉种植
扶贫产业园中的月季花芬芳
娇艳，阵阵清香引得路人纷纷
凑上前去合影留念，不但成为
了困难群众脱贫致富的“鲜花
路”，还成了当地有名的冬季
赏花好去处。

“今年我们引进种植的月
季花开得正美，已经可以出售
了，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一株
5 元左右。预计今年的年产
值可达到 200万元左右，纯利

润在 120万元左右，这还不算
种植的一些景观树的收入。”
孔村第一书记田文军向记者
介绍道。

月季被称为花中皇后，又
称月月红。因四季开花，一般
为红色或粉色，偶有白色和黄
色，亦称月季花。因其攀援生
长的特性，能构成赏心悦目的
通道和花柱，以各种拱形、网
格形、框架式架子供月季攀
附，再经过适当的修剪整形，
可装饰建筑物，成为联系建筑
物与园林的巧妙“纽带”。因

此月季花在园林绿化中，有着
不可或缺的价值。在南北园
林中，月季花是使用次数最多
的一种花卉。

在今年，瓜坡镇孔村因地
制宜，开拓思路，争取专项扶
持资金，采用“党支部 合作社
贫困户 三变改革”的发展模
式，成立了孔兴苗木花卉种植
专业合作社，建立精准扶贫产
业园。据了解，孔村苗木花卉
种植产业园占地共计84亩，种
植月季花 72 个品种、约 48 万
株，国槐 5000余株，其他风景

树 1000余株。孔村重点打造
这一精准扶贫产业园，使月季
花等苗木花卉成为村中经济
主打产业，并吸纳村里的贫困
群众在园区内做工，每天的工
资收入在 80 元-100 元，实现
群众增收致富。

田文军告诉记者，按照
贫困户入股协议，年底村里
贫困户还可以领取分红。随
后合作社还计划发展观光农
业，通过不断的创新为集体
经济创造利润，带领大家实
现脱贫致富。

本报商洛讯（樊利仁记者
闫鹏飞）丹凤县充分发挥万湾
现代农业园区物联网项目作
用，带动群众通过土地租赁流
转金、周边贫困户就近就业、社
员入股分红等方式，加快了群
众脱贫致富步伐，促进了现代
农业园区发展。

丹凤县万湾现代农业园区
于 2014 年 3 月被省政府授予

“陕西省现代农业园区”称号，
是一个以水杂果、蔬菜、农产品
加工销售，科技示范、农家美
食、休闲观光为一体的休闲观
光型现代农业园区。温室智能
物联网项目处于万湾现代农业
园区建设的“5大农业主题园”

的蔬菜种植采摘园。示范园由
退伍军人、蔬菜种植能手李刚
兄弟投资兴建。示范园占地
125亩，建有第四代日光温室
15座。丹凤县政府结合全县现
代农业发展水平，将“互联网”
装备于现代农业，实施了万湾
现代农业园区温室智能物联网
建设项目。

项目一期投资 340万元，
建成6栋日光农业物联网智能
温室系统及水肥一体化设施，
包括数据采集系统、视频监控
系统、水肥一体化系统、远程
控制系统、数据处理系统和专
家系统，实现设施蔬菜生产自
动化、智能化、数字化、信息

化。项目二期投资50万元，应
用物联网系统于整个蔬菜基
地，共计装备 14个日光温室。
通过温室智能物联网项目，实
时将温室、湿度、光照、二氧化
碳含量等反馈到手机 APP 及
控制室，根据数据分析，通过
手机和控制室实现温控、定时
自动卷放帘，节约了人力，降
低了成本。以前6个棚卷帘每
天需要 3 人 4 小时，现在仅需
15分钟就可以完成。利用智
能水肥系统，实现了温室定
时、定量、精确灌溉和施肥，每
个温室可节约肥料 0.5 吨以

上，减少用水3吨以上，从而降
低了棚内湿室，控制病害的发
生，减少环境污染。

依托温室智能物联网项
目，有力带动群众脱贫增收，一
是通过土地租赁的方式，以每亩
每年700元-800元，每年为群众
兑付8.5万元土地流转金；二是
项目每年用工50人左右，其中
长期用工15人，季节性用工35
人，带动周边贫困户26人就近
就业，人均年增收3000元；三是
通过社员分红的方式，为26户
社员每年每户分红1000元，加
快了群众脱贫致富步伐。

本报讯（记者杨娜）11月8日，以
“材料工程与山水林田湖草”为主题的
第三届麻省理工学院 ILP全球创新（西
安）论坛在西安召开。本届论坛由陕西
省国土资源厅、省国资会、陕西省外国
专家局、西安浐灞生态区管理委员会主
办，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全球产业联盟、
陕西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等单位承
办。中外相关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领
导共计300余人参加论坛活动。

搭建合作平台
共建生态保护

通过探讨新材料在自然资源、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和利用中的发展和应
用，搭建国内外专家深化合作的广阔平
台。省自然资源厅厅长杨忠武出席论
坛并致辞。省国资委主任任国，中国工
程院院士康振生，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
司代表单卫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企业
关系办公室项目主任赵晓宏等出席论
坛并讲话。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打造陕西样本

杨忠武在大会致辞中表示，本届
论坛聚焦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
统修复、综合治理这一方向，为行业
领域科技研发与推广提供了很好的
交流平台，鼓励陕西地建等省属大型
企业打头阵、当先锋，实施的富平石
川河综合治理、渭东新城污损土地修
复等工程，已经成为全省生态修复治
理的样板工程。希望这样的学术交
流能够为陕西生态文明建设释放新
潜力、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力，为陕
西实施“五新”战略、全面追赶超越贡
献智慧与力量。

扛起国企责任
推动生态环境改善

近年来，陕西地建积极贯彻中央
省上关于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的部署要求，积极开展山水林田湖
草保护修复工作,作为土地生态文明建
设的主力军，主动扛起企业生态环保主
体责任，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和科技引领
战略，形成了“理论研究——技术创新
——集成示范——应用推广”的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机制，确立了陕西地建在
土地工程行业内技术领先地位。

据了解，与会国内外专家接下来
还要参观陕西地建“四大中心”和自然
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退化及未利用
土地整治工程重点实验室浐灞土体有
机重构核心实验区。

本报杨凌讯（孙建恒记者薛保华）
11月8日，由杨凌示范区管委会主办，
杨陵区人民政府、杨陵区旅发委承办，
以“农业硅谷·田园新城”为主题的杨凌
研学旅行推介会在杨凌田园山庄举办。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以农耕文明、
农业科技为特色的“远、近、高、低、新、
美、益”七大研学旅游优势，受到了省内
外中小学和师生的青睐。此次推介会
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尚特梅
斯庄园、陕西征程国防教育训练基地等
优秀研学基地分别结合农耕文化、科技
创新、研学教育等做了旅行推介。现场
为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陕西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等
进行研学基地挂牌。此次杨凌研学旅
行专场推介会签约投资项目共9个，金
额66.75亿元。

百余专家学者共商绿色发展大计
第三届麻省理工学院
ILP全球创新（西安）论坛召开

杨凌农科研学旅行项目
签约66.75亿元

丹凤万湾园区网络扶贫帮民富

华州区：“花卉”铺出脱贫路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扶贫扶志扶智在行动

立足蔬果种植 他让贫困户致富
——记兴平市庄头镇仪空村第一书记郭瑞

郭瑞向参展群众推广村里的农副产品秋葵

本报杨凌讯（孙建恒记者
薛保华）11 月 7 日，记者在第
二十五届杨凌农高会 D 馆见
到一位坐着轮椅在农业展区
前给来往群众推广自己农副
产品的老人。这位老人行动
不便，但谈起果树种植问题
时讲得头头是道。旁边站着
一位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束
秋葵，这一老一少出现在那
里，引来了众多参会群众的
关注。谁也想不到，一年前
老人是贫困户，而年轻人是
一个刚进村的扶贫干部。

郭瑞就是这样一个揣着
青春和梦想对生活充满理想
的人。村民说，郭瑞告诉大
家，要让贫困户能赚到钱了，
他才会踏踏实实地离开。50
岁的张劲松是兴平市庄头镇
仪空村的贫困户，双腿残疾，
双目也几乎失明，仅靠安装
在左眼的晶体才有了一点视
力。2016 年，张劲松靠自己
的毅力种植了 7 亩秋葵，年
底有了 7 万元的收入，算是
已经脱贫。可刚过完新年，
自己的合伙人突然撤离，40
亩 40 多万新苗没了销路，给
他造成了很大打击，眼见苗
子将成为一堆废柴，让他心
灰意冷。

2017 年初，郭瑞成为了

仪空村的第一书记，两人因此
结缘，张劲松不曾想自己人生
转折的关键人物正是这位年
轻的小伙子。而郭瑞刚见到
自己帮扶对象时，也不免有了
一丝紧张感。老人坐在三轮
车上，身体瘦弱。郭瑞认真地
听完老人情况后，毅然决然地
告诉张劲松：“你的创业梦，我
帮你实现。”

就这样，两个人和一辆
三轮车，开始奔波于各个大
小农贸市场、田间地头、农业
科技培训课堂。张劲松身体
疾病行动受限，郭瑞便自己
行动，白天联系电商、跑业
务，晚上就到张劲松家里协
商销路对策，正是这样一种
坚毅的精神，迎来了许多电
商客户的青睐。如今张劲松
的产业已经发展成了一个
120 亩规模的多品种蔬果生
态采摘园，同时还带领其他
贫困户发展苗木种植，搞农
业科技，让村民脱贫致富，创
造属于自己的精神财富。

“我们来给郭书记送锦
旗来了，他不仅让村里的贫
困户摘掉了贫困帽子，还给
我们的产业带来了希望，让
日子过得有盼头了，今天我
们是特地来感谢他的。”2017
年 9 月，已经离开村子的郭

瑞看着村民大老远将锦旗送
到自己手里，连连的感谢，让
他激动不已，招呼大家进屋
里休息。村民聊起果树的发
展状况，当听到树苗为村民
带来了不错的收入，郭瑞欣
慰不已。

今年，郭瑞带着张劲松参
加了第二十五届农高会，将村
里的产业带进了这个“农业奥
运盛会”中。“我从来没想过，会
成为一名创业者，参加这次农
高会，可以推广我的农副产品，
真的非常感谢郭书记，他是我
的伯乐，是我的挚友。”张劲松

感慨道。
2017年，郭瑞获得了全省

优秀第一书记荣誉，他的故事
与省内 28名“第一书记”故事
被省委组织部、省作协摘选，创
作首部驻村书记书刊——《第
一书记扶贫记》。今年的农高
会上，首次设立“驻村书记”成
果展区，邀请了省内 51名“第
一书记”来此，用他们的创新产
品展示新农村的发展面貌，由
郭瑞为代表发布此书，共同讲
述一线干部扶贫的励志故事，
鼓舞更多农村创业者坚定信
心，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