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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一村一品 展特色兴产业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新强）2022年 12

月 31日，在鲁山县江河新区稻谷田村一处向阳的山

脚下，数千只鸭子正在享受冬日暖阳，这些鸭子膘肥

体壮，走起路来憨态可掬。

“我们这是散养鸭，鸭蛋品质比一直待在大棚里

养殖的好，不过我们建了个保暖大棚让鸭子住在里

面，所以鸭子冬天也能一直产蛋。”养殖场主人、今年

46岁的崔增文介绍说。

崔增文以前在南方打工。“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

在外不好找活儿，就考虑在老家发展些产业，这样也

能照顾家庭。刚好村里一个本家侄子养鸭子这些年

收入一直不错，经过考察后，我就决定养鸭了。”崔增

文说。

2022年 9月，崔增文投资 3万多元，开始筹建一

个占地600多平方米的养殖大棚。为让养殖大棚保

暖，崔增文特意在大棚骨架上面铺设了两层塑料薄

膜、两层毡布、一层草，最上面的毡布还喷了一层防风

化的水泥浆；养殖大棚里的地上还撒上了一层麦秸

秆，这样冬季大棚里面夜晚最低温度也能保持在10℃

以上，给鸭子创造了一个“温暖的家”。

半个月前大棚建成后，崔增文从湖北荆门引进了

2800多只3个月龄的蛋鸭开始饲养。“这些鸭子叫‘金

定蛋鸭’，几乎每天都会下蛋。目前个别鸭子已经下

蛋，估计一个月后将进入产蛋高峰期。我加入了县里

一个养鸭合作社，鸭蛋由他们包销。鸭子一年后淘

汰，也有专门收老鸭的，所以我养鸭基本没啥风险。”

崔增文说。

崔增文还介绍说，自己家里有一片果园，鸭子的

粪便每隔一段时间会清理一次，施用到自家果园里，

养殖场对周围的环境没造成一点儿污染。

“农村散养的鸭子、鸡，一到冬天基本就不怎么下

蛋了。还是大棚养殖好，冬天也能下蛋，这些年鸭蛋

价格很稳定，比养鸡效益高不少。我们村目前已经有

两户养殖大户，我们也会支持村民多养鸭，把它当作

‘一村一品’、振兴乡村的主导产业来抓。”稻谷田村党

支部书记崔广献说。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焦萌 姬冠鹏）2022

年 12月 28日，叶县当天户外气温低至零下3℃，手指

被冻得些许僵硬，可来到叶县龙泉乡草厂街村绿网菌

业科技产业园区的菌菇大棚内，一股暖意瞬间袭来，

数据显示，温度达19℃。

“这 40间工厂化食用菌仿生态智慧菇房全部是

无菌的，对温度、湿度、细菌等敏感度非常高，常年控

制在18℃~22℃。”园区负责人张中良介绍，“目前，园

区三期正在建设，一期、二期每年蘑菇产出、基料输

出、有机肥料输出等年产值达1.3亿元左右，直接带动

150人就业。”

菇房内，村民王青发正忙着把工人们采下的菇放

进冷库，虽然辛苦，但他的脸上却溢满笑容。

“我跟俺老婆都在村里的菌业科技产业园上班，

一年收入十来万元，逢年过节还能分到不少菌菇，可

比出去打工强。”谈起食用菌种植带给村里的变化，王

青发知足地说。

草厂街村有叶县绿网菌业有限公司、河南省鑫瑞

隆农业种植科技有限公司等两个大型食用菌龙头企

业，仅食用菌产业一项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25万元

以上的分红，同时带动周边近600户农户务工增收。

依托食用菌产业，草厂街村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第十

一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并成功跻身全国乡村

特色产业超亿元村行列。

不仅如此，不久前，投资2.45亿元的叶县食用菌

产业园项目也落户该村。该产业园分三期，采用仿生

态工厂化智慧菇房模式，生产褐菇、双孢菇等，配建制

棒、接种、高温灭菌、养菌及包装车间等。目前，该产

业园20多个车间的雏形已初具规模，近期可投放菌

种。

“村民在菇厂务工能得到工资，从村民那里租地

能产生租金，结合村集体搞入股合作可以产生股金。

此外，对菇房的联合运营也能挣到钱。靠着食用菌种

植，我们村人均增收2000元左右，这可真成了我们致

富的‘金蘑菇’。”该村党支部书记李运山说。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赵永昌）

“俺这一批60捆粉条是甘肃省一个老板订

购的，这28捆粉条是辽宁大连一个客户订

购的。明天就给他们发走。估计 3天后，

就能成为当地城乡居民饭桌上的一道美味

佳肴……”前不久，商水县平店乡程岗村加

工大户郭树新连夜为中国西北、东北的两

个老主顾精心准备了新年第一批货源。

据郭树新介绍，她家30多亩红薯加工

1万多斤粉条，除少量在当地销售外，其余

全部卖到各大中城市。小粉条为啥能端

上“大餐桌”？1月 2日，记者走进享有“粉

条村”美誉的程岗村，只见村前村后的空

地上、道路沟渠旁、地边的木架上，到处都

是成排悬挂的粉条，仿佛走进了粉条的世

界。

“你看看，这粉条又细又匀称，没有一

点儿粉芡疙瘩。”“那是，这样的粉条容易晾

晒，好看好吃还好卖……”村民穿行其中，

谈笑风生地对粉条进行整理。据加工户程

宝印介绍，一般情况下，好风好日头经过一

天晾晒就干了；再经过包装，就是成品粉条

了。

在村民程四海的粉条加工作坊里，七

八位村民正围在热气腾腾的大锅大缸前制

作粉条，劳动的场面热火朝天。“如果用这

一套设备，人员两班倒，每天可以漏粉条

1000多斤。”程四海指着摊子介绍。

“俗话说，粉条好吃做着难。为什么能

成为人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美食，历

来深受人们的喜爱？主要是咱的粉条经过

精选、清洗、分离、打碎、沉淀、提芡、晒芡、

加热、和面、漏粉、冷冻、晾晒、包装等近20

道工序，由传统纯手工工艺制作而成，粉条

耐煮、筋道、光滑爽口。”提起自家粉条，程

岗村 82岁的老师傅刘良台大爷讲得头头

是道。

刘良台说，程岗村会做纯红薯粉条的

人很多，他的手艺也是跟村里的老一辈人

学的，现在已经做了快60年了。因为完全

纯手工制作，通过申报已被当地列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过去大集体时期就下粉

条，那时主要是为了群众改善生活，现在我

们的粉条每斤卖到10~12元，根本不愁卖，

甚至还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刘良台高兴

地说。

走进加工大户程小中储藏粉条的库

房，一捆捆粉条被摆放得整整齐齐；一挂

挂粉条在暖阳的照射下，散发出新鲜的清

香；几位村民正在忙碌着把晾干的粉条往

屋子里搬运。程小中告诉记者，他家的红

薯粉条使用传统手工工艺制作、纯正地

道；通过注册商标、精美包装、宣传推介、

参加展销会早已打开销路。他家每年由

12位技术娴熟的“工匠”负责制作粉条，年

加工粉条 7万斤，帮助附近群众代加工 3

万多斤。

“我们结合‘五星’支部创建已经成立

了合作社，下一步要让有能力的村民加入

合作社，形成‘党支部+合作社+红薯种植+

粉条加工户’的模式发展格局，顺应市场规

律，制作成不同规格的包装礼盒进行线上

线下销售，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带动全村更

多的农户致富奔小康。”程岗村党支部负责

人程文喜向我们描绘了程岗村粉条产业发

展的美好前景。

据了解，程岗村每年种植优质红薯

400多亩，全村从事粉条加工的有50多户，

每亩可加工成品粉条500斤左右，产值480

多万元，产品不仅销往周口本地市场，还深

受商丘、长葛、南阳等地客户的青睐，甚至

还端上西安、太原等大城市的餐桌。

1月5日，宝丰县肖旗乡赵岭村兆普家庭农场，村民们在晾晒粉条。疫情防控放开后，该家庭农场立即组织群众进行粉条生产，今冬可生
产粉条3.6万斤，带动20余名村民家门口增收。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刘淑改 摄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孙书贤 吴
帅钢）1月3日，在郏县长桥镇李常庄村的郏

县禾之源蔬菜加工厂车间，女工们正将秘制

的芥菜丝装进精美的陶瓷罐，经过密封装箱

后直接发货。“快春节了，我们加班加点生

产，还是供不应求！”禾之源蔬菜加工厂负责

人李创业说。

2017年 8月，李创业返乡创业，成立了

郏县禾之源蔬菜加工厂，开始加工生产芥菜

丝、韭菜花、小米椒、萝卜条等系列产品。其

生产的芥菜丝等远销上海、北京、深圳、江苏

等地，年产值达350万元，同时安排30多名

村民就业，每月工资2000多元。

长桥镇作为“郏县芥菜”的主产地，禾之

源手工芥菜丝取自当地的优质芥菜，切丝后

配以大豆油、食用盐、干辣椒、白醋、生姜、八

角、花椒等佐料进行秘法调制，口感爽脆，深

受消费者的喜爱。“这芥菜都是自己种植自

己加工，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的绿色产品。

临近年关了，咱这纯手工芥菜丝，一天就加

工3000多斤、2000多件。”李创业说。

在郑桥村外的河南鑫龙农副产品有限

公司车间里，同样是一派忙碌景象。2021年

4月，河南鑫龙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纯手工芥

菜丝被农业农村部列入全国名优特产农产

品名录。该公司总经理郭自强高兴地说：

“眼下正值秘制芥菜丝、韭菜花、糖蒜等特产

的销售旺季，我们每年春节前的几个月仅加

工芥菜丝就有300多吨，大部分都销到了外

地，非常受欢迎。”

据悉，在长桥镇，像李创业、郭自强这样

生产芥菜丝等特色农产品的公司就有6家之

多，年产量达上千吨。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朱丝语）

“我跟着父亲做毛笔生意已经有10年了，从

普通的木料加工厂到现在的毛笔成品制作

厂，我们公司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1

月6日，在位于淮滨县防胡镇熊寨村同心笔业

扶贫车间，车间管理负责人余心心介绍说。

余心心口中的父亲叫冷东淮，早年是一

名货车司机，在南昌送货时发现当地很多人

都从事毛笔配件加工，便潜心学习并在安徽

省池州市东至县办了一家木工艺品公司，主

要负责毛笔笔杆等木料加工，慢慢地生意走

上正轨，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2017年，在该镇党委书记和村党支部书

记的感召下，冷东淮返回家乡，在防胡镇熊

寨建设同心制笔厂，利用自己的资金和销售

优势，反哺家乡，带领家乡父老共同致富。

“我今年61岁，在这里干4年了，一个月能

拿3000多元工资，地里忙的时候可以回去干，

我们中午还管饭，离家又近，有这个工作很满

意。”同心笔业员工黄素英一边娴熟地操持着

手中的活计，一边讲述着属于自己的小幸福。

在同心笔业生产车间内，像黄素英这样

的老员工有很多。他们经历了同心笔业由

小变大的过程，也见证着脱贫攻坚成果与乡

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据了解，同心笔业是一家制作中高档毛

笔笔杆的公司，于2017年成立。目前，该公

司已投资数百万元，建有 1000多平方米的

标准化车间，大小机器设备数十台套，覆盖

周边数个乡村，带动50余人在此就业。

“毛笔制作可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成

型、抛光、打孔、刷漆……从木料开始，小小

一根毛笔一共需要2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华

丽蜕变。”余心心说起毛笔侃侃而谈。目前，

我们的笔杆主要选用青冈木、花梨木、紫檀

木，价格在几元至几千元，深得浙江、江西等

地客户的满意。

“同心笔业生产的毛笔线上通过淘宝、

阿里巴巴，线下经文港和南昌销往全国乃至

世界各地，常常是毛笔还在加工，订单早已

订下，时常供不应求，乡亲们都夸这是好项

目。”该镇党委副书记刘丽说。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张瑞敏 张浩
张改霞）1 月 3 日，在长葛市石象镇种业小镇

4000多亩优质小麦原种繁育田里记者看到，茁

壮成长的麦苗随风荡漾，田野好像披上了绿色

的盛装。

“2022年，种业小镇优质小麦育种面积近

两万亩，参与农户200多户，带动长葛市优质小

麦生产近10万亩。”长葛市种业小镇龙头企业

河南鼎研泽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朱伟岭

介绍，目前，长葛市12个镇实施麦椒套种面积

近万亩，通过订单+保护价收购，带动农户300

多户，亩收益4000元。

近年来，长葛市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立

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不断推动乡村产业

发展壮大，让群众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为乡

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据了解，长葛市扎实落实乡村产业振兴五

年行动计划，重点抓好7个产业化联合体建设，

初步形成了“一镇一特”“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格

局。大力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优质发展、特色发

展、品牌化发展，打造无公害农产品特色品牌，

认证绿色食品17个，认证面积20万亩，长葛猪

肉、长葛羊肉、长葛蜂蜜等13个产品入选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

目前，长葛市培育发展了“种子、蜂产品、面

制品”三大支柱产业，建立良种繁育基地18万

亩，规模近5亿元，石象镇成功创建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强镇；培育蜂产品企业200多家，河南省

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6家，年销售收入

超40亿元；蜂蜡年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85%，

蜂胶年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80%，蜂王浆、蜂蜜

年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20%，蜂花粉年加工量

占全国总量的50%，蜂机具年生产量占全国总

量的60%；手抓饼、包子、饺子等速冻食品全国

市场占有率达四分之一。

同时，长葛市深入推动省级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项目和省级数字乡村示范县建设，引

入阿里巴巴国际站、天猫、速卖通、京东等省内外

知名电商平台20个，培育“淘宝镇”4个、“淘宝村”

13个，开设各类网店两万余家，电商从业人员突

破16.8万人，2022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达167亿

元，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2.8亿美元，获评全国“农

产品数字化百强县”。电子商务已经成为推动产

业兴旺和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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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葛市 乡村产业让群众增收益

虞城县 产业链鼓起农民“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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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滨县 同心毛笔销往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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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燕 通讯员 贾文亮王支援

近年来，虞城县农村特色产业链条拉长，

不仅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还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带

动、扶贫车间带动、打造农业品牌等形式，把

农民组织在产业链上，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

的步伐。

龙头企业带动龙头企业带动
田庙乡滕湾村依托河南懂菜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做好农民土地流转与托管，大力发展绿色

蔬菜、瓜果、食用菌、中药材繁育、冷链互联网销

售和中央厨房餐饮配送等；1200余名村民参与

到懂菜农业的产业链上，流转土地2200余亩，

发展绿色认证水肥一体化露地蔬菜，每户成员

每年增加收入2.5万元。

大侯乡的虞城县鸭百利蛋业有限公司，日

产咸鸭蛋、烤鸭蛋 15 万枚，产品销往全国各

地。同时，该公司在刘店乡建设了100多个鸭

棚，为当地农民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

闻集乡卢营村村民周开放拜师虞城县金隆

菇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利金战，学习灵芝盆景的

粘接工艺。每月除能领到5000元工资外，还通

过网络，销售灵芝盆景。如今，周开放又租了

40亩土地，种植大球盖菇。

合作社带动合作社带动
作为河南省第一批美丽乡村，李老家乡刘

庄村成立了永旺家庭种植农场，村民李艳海通

过刻苦钻研掌握了种植哈密瓜、羊肚菌技术，农

场也给他分了股份，今年分红10万元左右。

“我们在村委会的引导下，温室大棚内种上

了哈密瓜、羊肚菌，还有蔬菜。用‘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模式把农民捆绑在产业链上，

利益联结促双赢。”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新良说。

截至目前，虞城县111家规模以上企业直接吸

纳脱贫人员3600余人，人均月收入2600元左右。

扶贫车间带动扶贫车间带动
稍岗镇的商丘珂铭工量具有限公司扶贫车

间里，员工宋冬梅正熟练地组装钢卷尺，“全国

85%以上的钢卷尺都产自虞城！”每天下午，组

装好的钢卷尺便会运往港口，发往世界各地。

农业品牌带动农业品牌带动
近年来，虞城县积极探索“单品突破”模式，

截至目前，虞城县已累计认证“三品一标”农产

品48个，虞城荠菜、惠楼山药、虞城酥梨、虞城

苹果、虞城乔藕 5个农产品通过国家地理标志

认证，认证面积65.22万亩，居商丘市第一；市级

以上龙头企业36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