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产业扶贫是通过在
贫困地区建立农产品基地，发展支
柱产业，特别是通过龙头企业、基地
与农户签订农产品订单等多种方
式，带动农民调整结构、增加收入的
一种形式。

近年来，嵩县充分利用山高林
密、饲草丰茂的优势，引进龙头企
业，开发“草药羊”优质品种，带领当
地农民走养羊脱贫之路，

仅仅两年时间，全县 500 只规模
以上草药羊养殖合作社发展到 44
个，带动 50只以上养殖户 3100户，成
为我省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的新样
板。

2013 年 11 月 12 日，省委常委、
洛阳市委书记陈雪枫到嵩县考察调
研，充分肯定了该项目运营模式，要
求有关部门抓紧总结经验。

2014年 6月，国家扶贫办有关领
导专程到嵩县草药羊养殖基地调研
产业扶贫。

2014 年 7 月 11 日，全省扶贫建
档立卡现场会在嵩县召开，与会人
专门到草药羊养殖基地考察学习。

深山沟来了
养羊大公司

贫困地区贫困的原因何在？各
地有各地难念的经。嵩县是全国扶
贫开发重点县，扶贫对嵩县来说不
是个轻松的话题。

7月,骄阳似火，记者来到嵩县黄
庄乡蛮子营村菜园组采访。空空的
村庄里青壮年大都出去打工了，但
今年 43 岁的李建楼却无法出去打
工。李建楼家里 6口人，父母亲都已
80多岁了，常年卧床在床，需要他在
家照顾，他和妻子李爱芬种着 4亩山
坡地，一年种的粮食够一家人吃，儿
子李冲阳高中没毕业就辍学外出打
工，女儿李阳阳现在郑州上学，家里
连她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凑不够。

为了摆脱贫困，李建楼想了很
多办法，用过扶贫款、贷过小额贷
款，他养过牛、养过羊、养过猪，因为
资金不够，规模小，市场变化快，赔
的一塌糊涂。40 多岁的汉子，说起
家事，满眼含泪。

嵩县地处伏牛山、外方山、熊耳
山之间，山里的群众行路难、用电
难、吃水难、就医难、上学难，为了解
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国家一直把嵩
县列为扶贫攻坚的重点县。近年
来，经过各级政府的努力和群众的
艰苦奋斗，嵩县在扶贫攻坚的路上
足音铿锵。通过交通扶贫、电力扶
贫、通讯扶贫、搬迁扶贫等多种模式
的扶贫开发，大部分群众基本解决
了生产生活困难，但至今仍有 3.6万
户 8.4万人处在贫困线以下，扶贫开
发、任务艰巨。

“扶贫开发是最大的民生工程，
事关群众利益，事关建设和谐社会
大局，必须摆在民生工作的首位，让
乡亲们尽快富起来！这也是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根本所在！”
嵩县县委书记李大伟说。

面对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
嵩县的决策层认为：贫困地区最急
的是发展，贫困群众最盼的是致富，
而发展和致富的关键在产业。

嵩县找准了突破口：将扶贫之
“核”放在产业上，利用自然环境优
势招商引商发展产业，让产业扶贫
成为撬动山区百姓脱贫致富的强大
杠杆。

嵩县地处山区，森林覆盖率高，

多草山草坡，青草饲料、秸秆资源丰
富，降水充沛，具有发展养殖业得天
独厚的优势，更重要的是，群众大部
分具有养牛养羊的习惯和经验，但
现实是养殖业基本以散养为主，规
模小出栏率低，群众收益小，积极性
不高。

资源优势就是竞争优势，更是后
发优势。嵩县扬长避短，以绿色资源
优势招商引资，最终，资产总额约 20
亿元的河南益豪实业有限公司独具
慧眼看上了嵩县“草”的优势，选中了
位于深山区的旧县镇马店村。

深 山 区 来 了 养 羊 的 大 公 司 。
2012 年，河南益豪实业有限公司正
式落户到深山区嵩县旧县镇，投资
3.8 亿元，注册了 5 个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子公司，并成立“河南省嵩县
草药羊中心”，分别开展草药羊的养
殖、交易、加工、农业观光旅游等综
合开发项目。公司决定充分发挥龙
头作用，带领山区百姓走养羊脱贫
之路。

让农民把
“草药羊”带回家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嵩县
县长李新红说，对于贫困群众来说，
每年给他一点钱，就像撒胡椒面，其
实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不如给他们
一个“印钞机”——扶持一个产业，
让他们在家门口找到工作。

在嵩县旧县镇马店村草药羊养
殖合作社，记者看到，两处红砖瓦房
齐齐整整的院落，院子里的大羊圈
格外引人注目：一群群长相憨态可
爱、个头不一的草药羊，正在吃草、
嬉戏……

“把‘草药羊’带回家这种养羊
模式非常适合农民，没啥风险！”今
年 52 岁的村民梁铁宝告诉记者，这
几年大孩子盖房结婚，二孩子还在
读书，家里没有积蓄，因为年龄大，
又不能出去打工，仅靠几亩地的微
薄收入，经济很紧张。养羊在山里
本来就是个不错的增收方式，他早
就想养羊，主要是缺乏技术和资金，
始终没敢动手。

今年，在河南益豪实业有限公

司的带动下，他利用扶贫资金，通过
担保贷款，在益豪公司种羊场买下
了 4 只带崽的母羊寄养在村里的养
羊合作社里，靠着“两年生三胎，一
只生两只”的速度，明年就能还回本
钱，还可以拥有四只母羊和一只小
羊。

目前，在马店村像老梁这样的
农户有 130多户加入了养羊合作社，
仅仅旧县镇，草药羊养殖合作社已
经达到 4个，50只以上的养殖户 600
户，全县 500只规模以上草药羊养殖
合作社 40多个，带动 50只以上养殖
户 3100户。

企业发挥龙头作用，带动贫困
户发展，较好解决了贫困群众发展
资金短缺、缺养殖技术以及有后顾
之忧等问题。

河南益豪实业有限公司主要有
三种带动形式，一是“投母收羔”模
式，即公司为合作贫困户担保贷款，
为农户提供成年基础母羊，每提供 1
只成年母羊农户只要在二年内偿还
公司 3只 3月龄羔羊，公司代农户偿
还 银 行 贷 款 本 息 ，母 羊 归 农 户 所
有。二是“代养模式”，即农户通过
自筹资金或利用扶持资金入股建设
育肥羊舍，向公司交纳一定保证金，
并由公司担保贷款，公司把 3月龄羔
羊交给合作户代养，公司提供精料，
养殖户自备粗料，3个月后农户将羊
交给公司，达到规定标准的羊只，公
司按每只不低于 700 元付给养殖户
劳务报酬；合作结束，公司无条件退
还保证金，偿还银行贷款本息，贫困
户每年参与分红。三是“公司+合作
社+农户”模式，即公司在政府的引
导下，成立担保公司，通过合作社为
合作贫困户提供贷款担保，公司统
一为贫困户提供种羊，实行保护价
统一回收产品，企业要通过交易、加
工及时跟上市场的变化，确保企业、
农户的收益和金融贷款的回收。

在 旧 县 镇 洛 栾 高 速 出 口 不 远
处，河南益豪畜产品交易服务有限
公司的草药羊交易市场已经开工建
设，河南益豪肉制品有限公司的屠
宰加工厂正在规划设计，河南益豪
旅游有限公司的生态旅游和品种羊
观赏项目协议也已经签订，河南省

嵩县草药羊研究中心专家技术人员
已经全部到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

“羊丁兴旺”也需要
和谐的发展环境

“养羊也需要一个和谐的环境，
要想羊丁兴旺，就离不开政府各部
门的大力支持！”河南益豪实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唐清虎说。

扶贫开发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
程，单靠贫困地区自身、专项扶贫资
金和某一个部门的力量难以持续，
龙头企业的发展更需要政策的有力
扶持。

产业扶贫让嵩县人逐渐明晰，
在破解贫困的公式中，政府、市场、
百姓都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和边界，
少越位，多补位，形成更加强大和充
满生机的合力。

在草药羊产业化发展中，嵩县
政府、企业、金融、农民在签订合约
时，就摆正各方的位置，分清责任和
权利。

县政府专门成立了农业产业化
领导小组，制定了《嵩县建成小康社
会农业产业化发展规划》，利用财税
扶持、农业扶持、土地利用、金融支
持、互助帮扶等政策，给予养羊企业
优惠政策，扶持企业发展；整合扶贫、
旅游、农业、畜牧等相关部门的资金，
支持农民发展养羊产业。同时组织
各村成立养羊合作社，由县畜牧局和
乡镇兽医站提供技术服务。

金融部门利用各种政策，及时
向企业提供发展资金，向农户提供
小额贷款等。企业贷款可以由担保
公司担保，农户贷款可以实行联户
担保。县直有关部门、企业、养羊合
作社向农户提供有关的养殖技术等
方面的服务，公司要保证高于市场
价回收农户饲养的肉羊，保证农民
的收入。

嵩县畜牧局是全县养羊合作社
的技术总负责，该局利用各乡镇畜
牧站的技术人员直接进企业和农家
进行一帮一技术扶持，同时整合畜
牧饲养政策，对上规模的养殖户进
行政策补贴。

目前，嵩县利用各种扶贫政策，

通过四方联动，有效解决了资金、技
术、市场和增收四个难题，使客商满
意、群众满意、金融部门满意、政府
干部满意。

“草药羊”解决了
资源转化大难题

嵩县是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主
要生态功能区，是中原的绿肺、洛阳
的后花园和水源地。如何解决发展
经济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是困扰嵩县
县委、县政府的大难题。

作为传统农业大县的嵩县，小
麦、玉米等秸秆，产量不小。如何处
理秸秆成了政府干部和群众心中难
以解开的“死疙瘩”。

“秸秆是县乡村三级干部心中
的最怕！”嵩县旧县镇党委书记索现
军告诉记者，每到夏秋收获时，县乡
村三级大会宣传小会讲，禁止焚烧
秸秆，甚至动用大量的人到田间地
头值班看守，发现火情全体出动灭
火，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

记者在旧县镇马店村河南益豪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万只规模品种
羊繁育场看到，三个秸秆饲料青储
池已经储存满了秸秆饲料，河南益
豪实业有限公司顾问董学军介绍：

“过去，嵩县的玉米秸秆无人要，去
年我们进驻旧县后，每公斤收购价
是七分钱，今年已经上涨到每公斤
一毛五，我们公司仅付给农民的秸
秆收购款就有 28万多元。”

唐清虎告诉记者：“草药羊饲养
可消耗大量农作物秸秆，据测算，一
只羊年可消耗农作物秸秆 750公斤，
也就是说一只羊一年约可消耗半亩
地的农作物秸秆。6年后，全县草药
羊饲养量达到 100万只，年可消耗掉
50 万亩地的农作物秸秆，可大大减
轻禁烧工作压力，有效解决焚烧秸
秆造成的环境污染。”

说起收购秸秆，索现军笑着说：
“今年以来，旧县镇的秸秆变成了
‘宝’，镇干部全心用到服务群众上，
实现了群众满意，干部顺心！”

在“发展中保护环境，在保护环
境中发展”理念在嵩县“养羊产业扶
贫”中取得了突出成效，解决了党
委、政府最头痛的“禁烧”问题，增加
了群众收入，更带来了更大的收益，
实现了 1+1>2的效果。

2013 年 6 月，河南鹏升集团嵩
县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进驻嵩县，
流转土地上千亩，带动当地 500名群
众从事蔬菜种植。

目前，河南益豪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品种羊繁育场已与河南鹏升集
团嵩县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签订了
羊粪销售合同，河南鹏升集团将在
嵩县大量收购羊粪，用于其无公害
蔬菜生产基地。

河南鹏升集团投资 2亿元，年生
产 100万吨的有机肥生产企业，目前
正在规划选址中。

“嵩县 3.6 万户 8.4 万人的贫困
群众摆脱贫困的目标并不遥远！”嵩
县扶贫办负责人信心满满地说，“草
药羊”这个项目可带动全县 2万多户
从事草药羊饲养，到 2019年，养殖规
模可达到 100万只，每只羊可实现纯
收入 1200 元，全县养羊收入可达 12
亿元，按贫困户 2 万户，每户平均 4
口人计算，从事养殖农户户均收入 6
万元，人均收入 1.5万元。

“草药羊”真成了山区农民脱贫
致富的“领头羊”！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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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县把自然优势转化为产业扶
贫，把养殖作为产业转圜财富，把合
作社建在产业链上促进要素集中，
着力点选得好。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扶贫的重点
对象将仍然是农民。他们面对青山
空长叹，因为地上的生物质利用，地
下的矿物质开采，没有项目主导主

持，缺乏政策引导支持；他们身临流
水徒茫然，因为年轻力壮的后生打
工流走了，聪明伶俐的娃子考学飞
走了，干事创业缺乏中坚主体，等
等。现在好啦，草药羊饲养解决了
资源转化问题，资源转化缓解了环
保问题，饲养合作社解决了农民组
织化问题，组织化纾解了人力资源

要素困扰问题，政策扶持综合项目
避免了资金撒胡椒面问题……嵩县
把由资金扶贫向产业扶贫、整体推
进扶贫的政策转变领会得透、落实
得到位。

工业富县对贫困县不一定是坦
途，产业扶贫富民应成为优选。③6

（作者系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找 准 了 着 力 点
□ 王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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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是河南省扶贫开发重
点地区，下辖 8县 1市 6区，目前有
洛宁、嵩县、栾川、汝阳、宜阳 5个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其中前 4
个县为秦巴片区贫困县），伊川县

是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县
占 9个县市区的三分之二。

●有 737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村,占全市行政村的三分之一。

●贫困人口 48万人，占农业人

口的十分之一。
●贫困人口分布在全市15个县

（市、区）的 126个乡镇的 2557个行
政村，占全市 2770个行政村总数的
92.3%，占全市乡镇总数的100%。

链 接

““草药羊草药羊””喝的是山泉水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中草药吃的是中草药

洛阳·中国薰衣草庄园位于伊滨区诸葛镇西马村，投
资 10亿元，是一家集旅游观光、特色农业、度假养生等功
能于一体的大型创意观光农业园。6 月 21 日开园以来，
每天游人如织。 杨鸿雁 摄

7 月 10 日，嵩县车村百里河谷农业公园消夏休闲观
光摄影活动启动仪式及农业旅游观光休闲项目招商发布
会在车村镇龙池曼漂流下码头举行，油葵、桔梗花、薰衣
草、百日红、波斯菊盛装迎宾，吸引了众多游客。

陈鹏军 摄

7 月 12 日上午，位于孟津县会盟镇李庄村的洛阳银
滩休闲农业观光园荷香阵阵，风光旖旎，人头攒动，第十
一届洛阳孟津县会盟荷花节开幕，本届荷花节将持续至
8月下旬。图为观光园一角。 张宏斌 摄

本报讯（记者杨玉璞 通讯员荆海波）7月 3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夫人彭丽媛陪同出访韩国时，向韩方赠送名为“风姿秀
色”的洛阳牡丹瓷。7月 7日，洛阳牡丹瓷创始人、牡丹瓷艺术
博物馆馆长李学武接到外交部打来的电话，证实彭丽媛向韩
方赠送的牡丹瓷，就是他 6月送到外交部的 11件牡丹瓷中的
一件。

7月 3日下午，在韩国代理“第一夫人”赵允旋的陪同下，彭
丽媛到韩国昌德宫参观。其间，彭丽媛收到韩方赠送的礼物，
作为回礼，彭丽媛向对方赠送了李学武创作的这件牡丹瓷。
电视画面显示，工作人员端着打开的礼品盒，彭丽媛向赵允旋
介绍盒中礼物。只见白色的圆盘上，绘有碧绿的荷叶，一朵粉
白的荷花立在盘中栩栩如生。

洛阳牡丹瓷缘何成为国礼？7月 7日下午，记者从外交部
礼宾司了解到，牡丹瓷之所以被外交部选用，是因为牡丹寓意
美好，是中国的一张名片，也能很好地向国外友人传达友好，
而且牡丹瓷工艺新颖，将传统与创新结合，很受关注。

7月 13日，记者在洛阳采访了李学武。李学武告诉记者，
送到外交部的国礼，每种只做一件，而且以后也不会再复制。
在李学武出示的一张图片上，彭丽媛赠送的国礼露出“真容”：
白色圆形瓷盘上，卷曲的荷叶脉络分明，中间一朵粉白的荷
花，似乎在风中翩翩起舞，给人静中有动、动静结合之感，瓷盘
上方题有“风姿秀色”和落款。

李学武介绍，这件牡丹瓷的创作历时 20余天，他带领团队
经数十道工序、烧制 7遍而成，而且当时同时烧制了 3件同样
的瓷器，这件是从中选出的最完美的一件。这个直径 43厘米
的瓷盘被融入了陶瓷、绘画、书法和篆刻等多种中国传统文化
元素。李学武说他会继续以河洛文化为基础，努力实现让洛
阳牡丹瓷走向全世界的目标。③6

洛阳牡丹瓷成“国礼”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王红喜 李新安）记者 7月 11日从洛
阳市旅游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洛阳成为第二批
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也是我省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

2012年 3月，洛阳市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全国第二批旅
游标准化试点城市”，同时也是我省唯一入选城市。随后，该
市确定了 81家旅游标准化试点单位，编制了全市旅游标准化
发展规划和旅游标准化体系，先后制定了《牡丹观赏园区等级
划分与评定规范》、《洛阳水席质量与服务规范》、《仿古唐三
彩》等 7个地方标准，并对旅游交通标志、星级饭店、旅游景区
(点)、旅行社等 9个重点领域进行了提升。

洛阳市还突出牡丹特色产业标准化建设，制定实施了《牡
丹苗木质量标准》、《牡丹盆花质量标准》等省级地方标准和《牡
丹瓷》、《牡丹茶》等企业标准，促进了牡丹产业健康发展。 两年
来，洛阳市对旅游标准化相关领域进行了集中提升，并积极推进
智慧旅游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取得了较好的业绩。2013年，洛
阳市接待游客 8608.05万人次，同比增长 10.75%。中国旅游研
究院组织的全国游客满意度调查显示，通过开展旅游标准化工
作，洛阳在 60个样本城市中的排名大幅提升。③6

洛阳荣膺
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

洛阳观察记者 杨玉璞 黄红立 本报通讯员 罗孝民

王伟宾 图

美丽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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