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 17日，付店镇石柱村香菇产业

基地，68个香菇大棚甚为壮观。这里的

香菇已经采摘了7次。

香菇产业是付店镇支柱产业之

一。近年来，围绕集香菇菌种选育、基

地种植、机具制造、精深加工、电商销

售、菌棒回收、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全产

业链，招商汝阳县紫兰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为运营主体，其他企业、合作社合作

发展的产业格局，有香菇大棚 2800余

座，全镇香菇种植总量达 2000万袋以

上，年产值突破1.6亿元，是该镇促进群

众增收效果最好的富民产业。

付店镇香菇产业的发展是汝阳县

的缩小版。

地处伏牛山腹地的汝阳，是优质香

菇的天然生长场所。“汝阳香菇”历史悠

久，在清朝道光十八年编撰的《伊阳县

志》中即有记载。

香菇集群是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批

准的全国5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之一，

汝阳是河南伏牛山香菇产业集群的重

要基地县之一。

汝阳香菇，2017年入选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保护名录。2020年被认定为

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成为洛阳市首

个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河南省首

个获得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认定的

食用菌类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目录。

早在2016年 9月，“汝阳香菇”就获

得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

范区认定。

2020年 9月，汝阳县“汝香源”牌香

菇产品正式起运发往山东青岛港口，出

口韩国，实现汝阳县农产品对外贸易自

营出口零的突破。

目前，汝阳县南部山区乡镇有 9个

乡（镇）129 个行政村发展香菇产业，

年种植规模达 1.53 亿袋，鲜菇产量达

13.8 万吨，产值 15.2 亿元，综

合效益 58 亿元。全县涉

及食用菌产业的从业

人员近 10 万人，带

动 4000 多 户 脱 贫

户 参 与 产 业 链 务

工。

汝阳红薯和汝

阳香菇是汝阳立足

优势资源，发展特色

农业的产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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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优势资源 发展特色农业

祥瑞汝阳

酒祖圣地，山水汝阳。

9月的汝阳，柏树乡的红薯销售正旺；付店镇和十八盘乡的香菇肉厚味鲜；小店镇的富硒花生即将收获；陶营镇的艾草清香弥漫；内埠镇的

谷子穗穗丰盈；蔡店镇的辣椒红绿相间；三屯镇的黄桃挂满枝头……

政策频频助力、项目多点开花，全县92%的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0万元，汝阳呈现出一幅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吴会菊周豪科/文 李景堂/图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离不开人才支

撑。乡村振兴，既要多措并举引导乡

贤返乡创业，又要精准培育乡土人才。

汝阳发挥乡贤返乡创业领头雁

作用，打造乡贤返乡创业园，探索“产

业+乡贤+市场”模式。目前，共谋划

项目 624个、总投资 131.8亿元，签约

落地 401个、完成投资 41亿元，涉及

特色产业、高效种养、电商营销、文旅

康养、精品民宿等多个领域。

7月 22日，汝阳县乡村振兴学堂

第一期·乡村建设工匠暨奶牛产业经

营主体培训开班，县长姬素娟亲自

开讲第一课。目前，全县共开展各

类培训13843人次，培养专业技能

人才10263人。

产业有特色，发展才能有底

色。汝阳已初步形成了现代特色农

业发展三大格局：南部深山区形成

了以香菇为主导的食用菌基地，以杜

仲、艾草等为主导的中药材基地；中部

丘陵地区形成了以红薯、花生、烟叶为

主导的特色种植业；山北区域形成了

以粮食生产、养牛循环农业，高效旱

作、休闲观光、现代农业为主导的三产

融合发展区。

“汝阳将大力弘扬‘实干兴汝、担当

有我’的汝阳精神，把优势变为态势，把

潜力变为实力，创新实干，担当作为，加

快建设宜居宜业、幸福美丽新汝阳，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赵振峰信心满满。

特色农产品种得好，还得卖得

俏。汝阳“招数”是：健全产业链，擦亮

产业品牌。

“以红薯为例，每5公斤红薯可制

得1公斤红薯淀粉，可加工出12碗酸

辣粉，市值96元，其增值幅度达20倍！”

汝阳县委书记赵振峰说，发展特色农

业产业，要在技术培训、市场开拓、

品牌塑造等方面发力，补齐发展

短板，延长产业链，促进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擦亮特色农业

品牌。

华沟村是汝阳最早发展

红薯产业的村之一，该村整

合移民搬迁资金 800 余万

元，引进洛阳百蔬香食品研

发有限公司，聚力红薯深加

工，谋划建设汝阳第一个红

薯深加工产业园——华沟村

红薯产业园。

小店镇充分利用康普食品中

央厨房项目，围绕汝阳红薯、香菇两

大特色农产品，研发预制菜品，抢抓预

制菜风口。

小店镇龙泉村扶贫车间，从红薯

到淀粉、粉条再到酸辣粉等，利用电子

商务进农村，销往全国各地，年收益在

500万元左右。

种红薯、做粉条，这是汝阳最原始

的产业链。多样化、高端化的新兴产

品快速发展，烘干红薯条、即食酸辣粉、

红薯梗干菜等围绕红薯初深加工的系

列产品纷纷脱颖而出，并连续举办了

12届洛阳市红薯文化节，红薯的品牌

价值及市场知名度大幅提升。

汝阳现有红薯种植专业组

织43个，大型育苗基地20个、

专业村15个，储藏窖5000余

座，加工企业和基地 46个，

红薯品牌26个，综合产值达

25亿元以上，已形成集育苗、

种植、储销、加工于一体的产

业链条，该县已成为豫西最大

的红薯保鲜和加工基地。

位于陶营镇万亩农业观光园内的

侬庄（洛阳）现代农业产业有限公司是

汝阳香菇深加工产业最具代表性企业

之一。

该公司投资2亿元建成了4万平

方米的智能化生产车间，配套建设冷

库、冷链物流设备、筛菇机及烘干机等

智能设备，香菇日产能从 30 吨增至

100吨。注册了“港农”和“嵘芯嵘”两

大品牌，研发的香菇粉、香菇礼品、干

香菇等系列产品，销往上海、杭州、南

京等地，全年实现产值达1.5亿元。

汝阳香菇产业集群项目实施以

来，新培育香菇类省级龙头企业1家、

市级龙头企业3家，省级合作社1家、

市级合作社 2家，绿色食品 13个，已

初步形成集菌种研发、菌棒加工、香菇

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体系。

内埠镇是农业大镇，种植优质谷

子1.2万亩。为打造谷子品牌，内埠镇

投资318万元建设内埠、南坡、下岗底

3个村小米精深加工集体经济项目。

招商引导汝阳县福慧德粮业有限公司

对谷子进行统一收割、加工、包装、外

销，打造小米产品系列化、品牌化，进

一步做大做强小米产业链。

没有规模，农业起不来；没有龙

头，农业带不动；没有加工，农业强不

了。汝阳坚持市场导向，以龙头企业

为引领，延长产业链条，推动特色农业

增产增值。目前，已经引进市级以上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3家，已具备生

产薯干、香菇片、酸辣粉、杜仲茶等22

类40种深加工产品，农产品附加值全

面提升。

汝阳是全省40个养牛大县培育县

之一，坚持高位推进，高质量发展，招商

引入的洛阳伊利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

司奶牛养殖示范园区项目正在建设。

截至目前，全县肉牛存栏量 2.42

万头、奶牛0.08万头，共有国家级标准

化养殖场 2个、市级龙头养殖企业 7

个，有规模场118个、大型规模养殖场

75个，创建美丽牧场3个。

健全产业链条 擦亮产业品牌

发展特色农业 赋能乡村振兴
汝阳香菇汝阳香菇

汝阳艾草文化节汝阳艾草文化节

汝阳七彩花生

汝阳红薯汝阳红薯

汝阳，地处豫西伏牛山区，呈“七

山二岭一分川”地貌，生态是最大的优

势。

乡村要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近

年来，汝阳县立足洛阳南部生态发展区

定位，紧紧围绕“宜居宜业、幸福美丽新

汝阳”发展蓝图，把特色产业发展作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构建五大地理标志农产品、

特色种植、特色养殖为基础的“5+2”农

业特色产业体系，做强做精特色农业，

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产业高

质量发展，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集

体受益，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

“汝阳不仅有红薯和香菇，特色农

产品多了去了！”汝阳县委书记赵振峰

满脸自豪。

汝阳县是优质烟叶生产区，烟叶种

植面积2万亩。“烟薯轮作”在汝阳不是

新话题。

烟草和红薯低氮、高钾的需肥特点

非常相似。红薯连作，易产生腐烂茎线

虫病、黑斑病等病害。烟草连作，易产

生黑径病、根结线虫。而采用“烟薯轮

作”可有效控制各种病害的危害，达到

防病增产的目的。因地制宜，汝阳形成

了“烟薯融合、优势互补、互促共进”的

多元化经营新格局。

“手执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剑斩千

邪。”汝阳种植着中国唯一的甜艾——

汝阳甪里艾，种植历史已有两千余年，

因其不可复制的地域性和产品特性，

2017年被原农业部批准为农产品地理

标志。

汝阳甪里艾种植面积达万亩，野生

采收和种植年产量3万吨以上，产值达

4.5亿元。已开发出艾绒、艾条、艾枕、布

艺艾制品及艾灸器具等300余种系列艾

产品，带动了种植、生产、加工、研发、艾

灸养生及一批相关健康产业。

汝阳花生是七彩花生。种植面积7

万亩，年产花生果 1.5 万吨。是河南省

优质花生商品生产基地县。其中，小店

镇小寺村是全省最大的花生集散地，年

花生交易额达1.7亿元。2019年获得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2020年

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

汝阳是“全国杜仲之乡”，王坪乡是

“杜仲小镇”，该乡杜仲树约10万亩，最

大成片面积3000亩。以杜仲为原料开

发的杜仲茶、杜仲酒、杜仲口服液、杜仲

颗粒、杜仲茶膏、杜仲茶油等系列产品，

已进入规模化生产。2017 年“汝阳杜

仲”入选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

护。2021年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名录。

杜康酒、木耳、菊花茶、甜瓜、黄桃、

冰墨葡萄、汝阳麻花……国家级农产品

地理标志5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

录 7个，无公害农产品 42个，绿色食品

总数达60个，“三品一标”农产品生产面

积达52万亩。

汝阳红薯“早熟”啦

“汝阳香菇”出国啦

汝阳特色农产品“多”啦

遥看万垄藤蔓绿，放眼千里是薯

香。

这时节，正是红薯收获的季节。但

汝阳县的红薯“早熟”啦！

7月 25日，第三届柏树乡“红薯开

挖节”活动在布岭村窑沟“烟薯轮作”千

亩方示范基地举行。当天，通过网红

电商直播代销、企业现场认购，汝阳红

薯已经走向全国市场……

“每亩产量可达4000斤，除去红薯

苗、地膜、用工成本外，每亩收入 5000

元左右！”汝阳县红薯产业协会会长李

许召对记者说。

汝阳红薯有 近 300 年 的 栽 培 历

史。近年来，汝阳县瞄准红薯特色产

业，以乡贤为引领，以示范方为抓手，

快速实现规模化种植，筑牢竞争优

势。

汝阳红薯现代农业产业园是汝阳

县联合河南科技大学共建的，集健康

种苗繁育、科研示范辐射、鲜食甘薯产

销、甘薯精深加工、实践教育培训五大

功能于一体，每年可生产健康甘薯原种

苗1.5亿株。

目前，汝阳发展红薯种植 15万亩，

建设千亩示范方16个、500亩示范方29

个、300亩示范方 44个，是豫西较大的

红薯种植基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