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模化种植 品牌化经营

“豫北第一粮仓”农业转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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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机械化经营
小农生产转型升级

素有“豫北粮仓”之美誉的
滑县，是全国最大的小麦生产
县，常年种植粮食面积280万
亩左右。

有这样一组数据，滑县一
年生产的粮食，够全国人民吃
一个星期，够河南人民吃两个
月，够安阳人民吃3年。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
展，大批农民外出务工，家里的
责任田成了困扰他们的难题。
近年来，在国家“土地流转”的
号召下，外出务工的农民就把
土地委托或租赁给了当地的种
粮大户，而这也为土地的规模
化、机械化经营创造了条件，也
让农民从传统的小农生产中解
放出来了。

11月14日，大河报·大河
财立方记者来到滑县万古镇杜
庄村，采访到滑县第一种粮大
户杜焕永。

干建筑工程出身的他，在
2012年返乡创业，并成立了滑
县焕永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开
启了他种粮大户的生涯。现在，
杜焕永流转的土地面积达2048
亩，托管土地面积5000多亩。

“这样大规模的种植，不靠
机械化肯定不行。”在杜焕永的
合作社里，占地1500平方米的
农机库就是他的“宝库”，里面
停放着100多台功能不同的农
业机械。

“这是自走式喷雾机，那是
海轮王精量播种机，后面这台
北斗卫星平地机，装载着卫星
远程控制的电脑，可以精准指
挥机车平整土地。”杜焕永说起
自己的“铁骑兵”，如数家珍。
这些机械在农业生产中不仅实
现了耕种收全程机械化，且经
济效益十分显著。他的合作社
也逐渐成为豫北地区机械化程
度最高的合作社。

白道口镇西河京村种粮大
户、村委会副主任黄国兴，从
2011年开始流转土地，以后每
年都要增加10多亩地，现在耕
种了100多亩地。通过优质作
物品种推广、实施测土配方施
肥和病虫害统防统治，实现了
良种良方集成配套，小麦、玉米
大幅增产增收。

黄国兴常说，粮食要想稳
产高产，关键得依靠科学技术。

如今，他通过自学的农学
技术，不仅用来指导自己的农
业生产，还向周围的群众提供
帮助。2019年，被滑县农业农
村局聘为农技员。

同样在大力推广农业机械
化还有同村的杜酝周，2012年
4月，杜酝周组织成立了“滑县

禾生金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截至 2018 年 6 月，共
5000余农户加盟该社，流转土
地720余亩，服务的土地面积
达 28000多亩。目前该合作
社已实现了种子自研发加工、
无人机喷洒药物、大型农机耕
种收等全程服务。

特色种植，品牌经营
杂粮特产远销北上广

夫唱妇随，杜酝周的妻子
罗艳芹，支持丈夫事业的同
时，也在自家土地上圈划出了
自己的一片“试验田”。

“和他一起承包、流转土
地学到了不少本领，但是我今
年萌发了一些新想法，想做些
新尝试。”罗艳芹口中的新尝
试就是种红薯，并注册了商标
——红薯姐姐，而她也成了红
薯姐姐的品牌代言人。

记者在采访时，正赶上收
红薯的时间。在她的“试验田”
里，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杜庄村有做粉条的习惯，
合作社旁边的一个粉条加工
厂，因为经营不善已经停工一
两年了，我就把它租了下来，准
备生产粉条。”罗艳芹说。

根据罗艳芹的计划，挑选
出来的优质红薯包装成鲜食，
直供电商、城市商超，产品甚
至远销到北上广等大城市。
一般的红薯进行深加工，做薯
条、薯片。就连红薯叶，罗艳
芹也为其想好了“后路”，“我
们已经买了烘干机，打算把烘
干后的红薯叶卖给干菜批发
商，一丁点儿也不能浪费”。

在特色化种植、品牌化经
营方面，焦虎镇屯集村的魏成
显，也是滑县远近闻名的一位
能人。

20多年前他通过跑运输、
卖电器，积累了点家底。2012

年，魏成显与7个合伙人，一起
创办了“春芽农民专业种植合
作社”，第二年便承包了一千多
亩地，准备大干一场。

然而，让魏成显始料未及
的是，2013年~2015年，合作社
接连赔钱，他一人就赔进去100
多万元。种地周期长、风险大，
加上他们也没有管理经验，其
他几个合伙人眼看没啥希望，
纷纷离去，只剩他一人强撑。

2016年，魏成显决定把产
品转向小杂粮。他搞起了富硒
小米、富硒黄豆等绿色高效农
产品的种植和加工。接着，他
又推出了“思乡愁”品牌，并先
后通过了无公害、绿色农产品
认证。

魏成显在搞特色农业的同
时，还建设了2000多平方米的

“农耕园”，传播起农耕文化。
在农耕园里，他仿建了老

房子、老灶台、粮仓，还收集了
犁耙、辘轳等不少老物件，园内
的墙面上贴着农耕史、农产品
加工史、二十四节气的展板。

“我想请外地客商来这里体验
下农耕文化，也参观下我们的
产品加工过程。”

农作物深加工
拉长产业链条

在确保粮食生产安全的前
提下，滑县积极发展粮食深加
工产业，拉长产业链，增加产品
附加值。

家住上官镇的丁拥士生在
一个做挂面的家庭，从小看父
母熬夜做挂面，由于产品附加
值太低，到了丁拥士掌管家里
的生意时，就放弃了做挂面，专
心做起了干调生意。

2016年，丁拥士去成都市
参加展会，看到一则关于中江
挂面的广告。趁着空闲，丁拥
士就专门跑到中江县的挂面厂

探秘。在这里，他领略到了什
么叫“小产品，大故事”。当时
中江挂面不仅已出口多个国
家，而且售卖价格也很高。

“当时，滑县市场上的挂面
价格在5元/斤左右，而中江的
挂面就已经卖到了12元/斤，
由此让我感觉到了差距。”丁拥
士说。

在这次探秘中，他还发现
了一个现象，当地做挂面使用
的小麦面粉，大部分正是来自
河南。

“我们滑县作为中国小麦
第一县，难道不能做出像中江
县那样的高附加值的挂面吗？”
丁拥士一直在问自己。

回到滑县后，丁拥士就开
始着手重操旧业，同时还研究
对滑县挂面的口味改良。

在滑县当地有句俗语：“滑
县挂面，有盐在先。”意思是，滑
县挂面的一大特点就是放盐
多。

“放盐的目的就是提高挂
面的韧性，如果能有一种面粉
既能提高面粉韧性，又能实现
低盐那就好了。”丁拥士说。

后来经过多次实验，丁拥
士终于如愿，只需放少量盐或
不用放盐，就能拉出手工空心
挂面。目前，他的手工挂面已
经远销北京、上海、广东多个省
份。

现在，为了提高产量，丁拥
士在当地投建的新工厂也正在
建设中。新工厂建成后，可大
幅提升挂面的产量。

记者了解到，最近几年，滑
县在小麦的深加工道路上一直
积极地探索着。

滑县滑丰种业公司与益海
嘉里集团等多家面粉加工和粮
食收储企业签订订单协议，建
立小麦良种繁育、优质专用粮
生产基地 30余万亩；利生面
业、福乐道口面业、辛安面业等

企业年加工面粉能力40万吨
以上。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提高土地产出效益

农村发展离不开土地，如
何调整当下的农业产业结构，
提高土地的经济产出效益，是
最近几年滑县当地思考的重要
问题。

滑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要想提高农业效益，必
须优化结构，发展特色产业。
按照各村不同的资源优势来发
展相关产业，真正实现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11月15日，记者在滑县八
里营镇黄店村采访时，适逢这
里的农民正在田间收生姜。

据黄店村党支部书记赵怀
亮介绍，八里营镇党委、政府按
照县农业结构调整工作要求，
结合当地实际，于2019年1月
份在前、后黄店村流转土地近
500亩。经过多次外出考察，
并对本地土壤pH值进行化验
分析，最终选择在前、后黄店村
种植生姜。

同时，通过和外地客商签
订生姜销售合同，解决了姜农
的后顾之忧。目前市场价格在
2.2元/斤左右，亩产效益可达
1.4万元。

“今年秋收后，生姜产业园
区流转的土地已达1500亩，明
年秋收力争流转规模达到
3000亩以上。”赵怀亮说。

位于滑县西南部的牛屯
镇，近两年也在积极探索适合
本地种植的特色高效农作物。
目前，该镇的金银花种植已遍
布30多个行政村，面积有5000
多亩。尖椒、大蒜种植面积每
年有6000亩左右，芦笋、树莓、
樱桃、中药材等特色农作物也
已形成一定规模。

焦虎镇党委副书记王永中
向记者介绍，焦虎镇也在积极
调整产业机构，目前，发展优质
强筋小麦8万余亩，优质油料
花生两万余亩，优质饲料专用
玉米5万余亩，谷子、大豆等小
杂粮5000余亩。

“近年，滑县在对全县种植
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
也在围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问题，积极打造供应链、延
伸产业链、拓展价值链，推动三
个产业齐头并进。”滑县农业农
村局相关负责人说，下一步，将
创新种养模式，以绿色、有机、
生态、保健为方向，以社会化服
务组织建设、适度规模经营主
体、产销对接、品牌创建为重
点，突出市场导向，走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之路，不断提高农
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中原熟，天下足。”作为粮食生产和粮食转化加工大省，河南肩负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馒头、挂面、方便面等面食品，全国
三分之一的产量来自河南。而安阳滑县，又被称为“河南产粮第一大县”。

“突出优势，打响王牌！”近年来，滑县积极探索规模化、机械化种植模式，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延长农业产业链
条，探索现代农业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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