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头是西门塔尔纯种牛，做母牛繁殖比

较好的品种……”9月15日，洛阳成兴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殷海丽指着牛棚内的纯种

牛向记者介绍。

2012年，殷海丽从西北引进300头西门

塔尔纯种牛。如今，洛阳成兴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有四个养殖基地，存栏能繁母牛6000余

头，年销售额达1.6亿元，已成为豫西最大的

母牛养殖基地。

2016年以来，该公司采用“公司+合作社+

贫困户”的运作模式，共带动鸦岭镇、酒后镇等地

600余户贫困户脱贫。6年多时间，共为贫困户分

红950多万元，为村集体经济增收逾95万元。

这只是龙头企业带动肉牛养殖发展的一

个缩影。

伊川县位于沿黄绿色肉牛产业带内，年

产秸秆达65万吨，饲草饲料资源丰富。该县

有养殖场（户）1308家，肉牛存栏 2.34万头，

其中基础母牛存栏1.2万头。现有设计存栏

200头以上规模养殖场42个，设计存栏6000

头以上的大型肉牛养殖龙头企业2个。

“今年6月，我县与中电投新农创签订了

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2万亩牧草种植基地

和饲料加工基地，年饲养优质肉牛4万~5万

头，打造省级牧光互补一体化双碳能源示范项

目。”伊川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张灿伟说。

伊川县将实施“12451”工程，即：引进一

个龙头，选准两大品种，探索四种模式，搭建

五大体系，强化一项支撑，大力推进肉牛产业

全链条发展，叫响“伊川牛肉”品牌。

牛羊满圈，鸡鸭成群是农村六畜兴旺的

生动场景。伊川县是河南省最大的特色优质

鸡养殖基地，2021年出栏优质黄羽肉鸡2063

万羽以上，居全省首位。现有肉鸡养殖场户

448个，存栏肉鸡513.5万羽。

洛阳立华畜禽公司 3500万只优质鸡养

殖项目是伊川县的“旗舰”。项目总投资5亿

元，年产18万吨饲料、年饲养20万套种鸡、年

孵化4000万羽优质鸡苗，同时采取公司+农

户的模式，建设万只规模标准化鸡舍 1000

栋、年出栏优质鸡 3500 万只、年屠宰

1500万羽冰鲜鸡的大型畜牧养

殖项目，已经成为全省最大

的特色优质鸡养殖基

地。

目 前 ，年 屠 宰

1500万羽冰鲜鸡

项 目 正 在 用 地

规 划 ，预 计

2024 年 建 成

投产……

“与我们

合作的养殖户

投入少、风险

小、收益稳，每

个标准化鸡棚

年平均纯收益达

5万元。”该公司负

责人说，现已发展合

作农户 436个，建成万

只规模标准化鸡棚759栋。2021年出栏优

质鸡1890万只，销售收入5.3亿元，增加农民

收入5500万元。

伊川县坚持全产业链推进，

继续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在品种繁育良种化、饲草供

应本地化、标准养殖规模

化、配套服务市场化、产品

流通专业化上下功夫，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畜

禽产品供应保障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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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础。”伊川县委书记仝宇鹏说，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要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调整

优化农业结构，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整体素质，以产业兴旺引领

乡村振兴。

近年，伊川县对标落实洛阳市委“151”工作举措，大力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构建以“伊川小米、岭上硒薯、肉牛养殖、肉鸡养殖”

四大特色产业为主导、多种产业为补充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延链补链强链促聚集，做大做强做优创品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发展壮

大农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伊川谷子地风景如画伊川谷子地风景如画

“ 今 年 这

长势不错，加上

前几天的一场秋雨，

看来今年谷子丰收已经

板上钉钉了。”9月 16日，在伊

川县吕店镇“伊阙·马河湾”田园综

合体谷子新品种展示基地，洛阳三康米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远会军站在长势喜人的

谷子地里，畅谈着今年谷子的好收成。

伊川县 50万亩富硒土壤，“一山二川七

分岭”的多样地形，使得伊川农业自然隔离条

件较好，病虫害相对较少，发展现代特色富硒

农业潜力巨大。

“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伊川县地处全

国小米主产区的最南端，富硒带最北端，其谷

子种植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全国春谷小米上

市最早的区域，也是河南省谷物种植的优势

区域，优质谷子种植面积达到 20万亩。目

前，伊川县已培育种植大户 1360个、加工企

业25家，年产值13.5亿元，构建起了从育种、

种植到加工、

营销的全产业链

体系。

“酒香也怕巷子深”。如

何让好产品“叫好又叫座”，是解

决伊川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民持续

增收致富的关键问题。

伊川县坚持以科技和品牌标准化引领高

质量发展，以品牌系统化塑造更多产业。伊

川县聘请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杂

粮资源创新团队研究员、国家谷子高粱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刁现民等专家为县产业

发展顾问，依托其技术，建立了全国谷子新品

种展示基地。

2018 年，“伊川小米”品牌被授予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同年获得“农业农村

部第十九届绿色农产品博览会”金奖；2020

年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伊川小

米”区域公用品牌对外发布。2021年，伊川

县举办了“全国谷子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和

“全国谷子新品种及新技术展示总结暨小米

品鉴大会”……

通过品牌规范化管理，显著提升了市

场溢价，提升了价值链。谷子收购价连续 4

年上涨超过 10%，小米销售价每年上涨超

过 20%，富硒小米最高销售价达到 150 元/

斤。

“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这

是多少代人对红薯作为主食的深刻记忆，如

今，伊川红薯成了“香饽饽”。

伊川县地处豫西丘陵地区，

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

肥沃，富钾富硒。半干旱半湿

润的气候特质，红土、沙土两

种土质的完美融合，让伊川成

为红薯种植的黄金区域，成就了

高品质、高甜度、高颜值的伊川“岭

上西薯”。

全国甘薯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马代夫是

伊川县红薯产业发展顾问。他说：“伊川‘岭

上西薯’，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红薯！伊川县

在甘薯的品种研发、规范化种植、品牌塑

造等方面，已经走在全国甘薯产业发展

的前列。有着富硒加持，该县的甘薯产

业更能锦上添花。”

国家甘薯产业体系新技术新成果

转移转化中心落户伊川，河南科技大

学洛阳薯乡薯业科创园在伊川。

如今，优质的红薯品种、科学的种

植技术以及灌溉、防虫、施肥等配套的现

代农业设施，使岭上硒薯提前90天种植、提

前70天上市，分批种植、错峰销售，全年供应

不断货，“岭上西薯”区域公用品牌已经叫响

全国。

伊川红薯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全年

产值超过 5亿元，亩均纯收益超过 3000

元。2021年 4月份，被农业农村部纳入

“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葛高远李向前李德伟 文/图

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而

吸引人才返乡创业，更是关键中的

关键。

伊川县积极推进“乡贤链+产业

链”发展模式，以乡贤返乡引领产业

发展，引导乡贤围绕已有特色产业

投资兴业，又通过吸引乡贤返乡发

展新的产业，推动人回乡、钱回流、

企业回迁，让群众的‘钱袋子’鼓起

来、乡村振兴的底色亮起来。

“去年 4月开始签订合同，8月

完成环评工作，11月进设备，投资

800万元，今年3月开始试生产。”回

乡创业的洛阳市伟友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总经理白安民说，公司设计年

产 3000 吨机械铸件，年销售收入

达到4000余万元，年利税130余万

元，每年为白元镇常峪堡村增加集

体经济收入4.4万元，带动群众就业

80余人。

吸引乡贤返乡创业，要尊重乡

贤意愿，找到双方的契合点、共赢

点。伊川县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

千企兴千村”活动，目前，村企结对

企业达 403 个，实现 370 个行政村

（社区）全覆盖，聘请名誉村主任

140人，村企亲密接触，相互借力，

共赢发展。

平等乡张奇庄村在全市率先

开展“三变”改革，依托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利用土地资源和村集体经

济发展引导金，流转土地 1800亩，

吸引乡贤张进昌返乡发展瓜蒌产

业。截至目前，该村集体经济收入

达33万元，村民通过租金和务工薪

金收入，户均增收 3500元。今年 9

月，张进昌被评为“河南省返乡创业

之星”荣誉称号。

洛阳市“最美乡贤”、洛阳兆丰

智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魏迎

捷说，兆丰智慧农业电商与美团优

选、多多买菜等电商平台开展合作，

美团优选新建洛阳协同仓 8500平

方米、大宗分拣仓 2100平方米，与

17家专业合作社签订长期供销协

议，带动就业80余人。

伊川县完善体制机制、创新政

策举措、强化服务保障、优化创业环

境，建立乡贤数据库、创业政策库、

产业项目库、信息服务库、政策咨询

库，出台《关于鼓励乡贤参与乡村振

兴的实施意见》《关于鼓励乡贤返乡

创业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文件，成立

县、乡、村三级乡贤返乡创业服务专

班，为乡贤返乡创业提供“真金白

银”的政策支持。

昔日雁南飞，今朝凤还巢。目

前，伊川县乡贤达12600余人，确定

乡贤返乡创业试点村51个，谋划项

目 204 个，落地 173 个，计划投资

130.5亿元，已完成投资31.2亿元。

乡贤回归，激活乡村产业“一江

春水”！

伊川谷子伊川谷子

“硒土”如金，富硒红薯、富硒小米“飘香”

生态养殖，“牛”劲十足，肉鸡鲜嫩“有味道”

乡贤回归，
激活乡村产业“一江春水”

中国农业科学院专
家深入伊川研究谷子

伊川阳光玫瑰葡萄伊川阳光玫瑰葡萄

伊川伊川““岭上西薯岭上西薯””

养牛场养牛场

伊川谷子地成了网红打卡地伊川谷子地成了网红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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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伊川产业崛起产业崛起 乡村如画乡村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