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们在对即将出口的香菇进行挑选

2014 年底，南阳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梳理了全
市的特色生态农业，按照一县一个特色农产品，一个
特色产业的要求，全面启动了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
示范市建设工作。

刘强向记者介绍，南阳创建出口农产品质量安
全示范市，将以构建种养植（殖）源头到餐桌全过程
现代高效综合治理体系为主线，以实现“两个市场、
一个标准”和“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目标。

目前，在县级层面，通过挖掘和扶持特色农产
品，使全市 80%以上县区都建设有示范区，形成示范
带动作用；在市级，着力促进示范市创建工作形成网
络化、系统化，最终达到“全面覆盖、全程管理、全民
共享”的模式。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创建示范市南阳面
临的问题依然很艰巨。例如，化学品投入“供、销、
用”全程链式管理机制还没有运行到位，质量追溯体
系还不健全等六大体系的建设迫在眉睫。

“创建示范市，涉及农业、畜牧、林业、质监、商务
等部门密切协作，需要在市级层面共同开展对示范
市区域内的农业化学投入品、疫情疫病监测等方面
联防联治，形成多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检验检疫局相关负责人坦言，距离食品农产品国内
外两个市场一个标准的距离，南阳依然有差距，健全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预警体系等六大体系将是南阳
未来的重点任务。

创建全国首个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

南阳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王献峰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刁良梓 李
文超 通讯员边铨彬 曹李娜）“没有他们
的帮助，俺这一地的玉米真不知道该怎
么办嘞。”11 月 3 日，南阳市卧龙区七里
园乡独山村的村民甘秀桂谈到此事，激
动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甘秀桂是一位军人家属，她口中的
“他们”便是南阳市三级服务网络中的
联络员冯南侠。

事情发生在今年９月，玉米到了收
获的季节，家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去当兵
了，甘秀桂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还有
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眼看着这一地的
玉米，甘秀桂一筹莫展。此时，恰逢七里
园乡独山村服务站的联络员冯南侠走村
入户大走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冯南侠
立马召集同在服务站工作的联络员，一
起前往甘秀桂家中帮助她抢收玉米。

“我们联络员会经常去军属家中走
访、慰问，看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
的地方，一旦有需要，我们不遗余力地
为他们提供帮助。”冯南侠说。

据南阳市民政局局长褚庆义介绍，
为及时掌握优抚对象思想、健康和家庭
等情况，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今年８月
河南省要求各地市构建双拥工作的县

（区）、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三级服务
网络，并以此为依托服务优抚对象。

“南阳市有近 8 万人的重点优抚对
象，这个人数占全省总优抚对象的 10%，
想要切实、精准地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离不开一套科学的机制。”双拥办主任郑
绪占告诉记者，今年 10 月１日，南阳市
在全省率先建成三级服务网络。

所谓优抚对象三级服务网络，是指
通过在县（市、区）、乡（镇）办事处和村

（社区）三级建立服务中心或服务站，组
建一支为优抚对象服务的联络员队伍，
建立健全优抚对象各种信息，更好地服
务于各类优抚对象。

目前，南阳市已经建立了由 16 个服
务中心、202 个乡级服务站、3021 个村级服务站和
3302 名联络员组成的优抚对象三级服务网络。通过
这 3302 名联络员为军属提供精准、切实的服务。

“联络员就是配合政府做好有关政策的宣传和解
释，定期登门入户了解优抚对象的基本情况和需求，及
时反映优抚对象的诉求，为他们解决难题。”冯南侠说，
我的同事中也有很多本身就是优抚对象，在他们的帮
助下，我们可以更精准地了解到优抚对象的需求，温暖
才能送到点子上，让优抚对象三级网络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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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今年 8 月底，南
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召开新闻发布会,向
社会通报了国家质检
总局同意并支持我省
在南阳市开展出口农
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
创建工作的有关决
定。在全国范围内由
国家认定建设的出口
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市目前尚未有先例，
南阳缘何成为“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又
将创建什么样的“南
阳模式”？

10 月 27 日，从二广高速驶入南阳新野县境内，沿
新野大道两旁的甜玉米已经收割完毕，正在深耕的
农民告诉记者，这里马上将种上新一季的无公害蔬
菜，不远处，牛“哞哞”的叫声此起彼伏。

这里的甜玉米刚刚通过国家质检总局的考核，成
为继新野肉牛之后又一家国家级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
示范区。“能够获此殊荣，得益于我们所采用的生态循环
农业模式。在示范区范围内，以科尔沁肉牛南阳有限
公司为核心，辐射带动附近种植近 2万亩的甜玉米，配
备有甜玉米加工厂和有机肥厂。”示范区负责人说，玉米
棒加工成玉米粒和冷冻玉米、玉米罐头，供给各大超市
中，玉米的秸秆和剥下的玉米叶都是肉牛的最佳饲料。
肉牛饲养区产生的废水通过沉淀池净化，经过地下管
网引进玉米地进行灌溉，而牛粪被有机肥厂进行收纳
发酵制作成有机肥料，再施用于玉米地里改善土壤结
构，实现污染物土地消纳零排放的标准。

在这里，以“甜玉米等蔬菜种植+肉牛养殖”农牧
一体为基础，不仅形成了全链条、全循环的现代农业
产业化集群，而且建立了严格的产品质量卫生保障
管理体系和全程质量跟踪追溯体系。

“我们建立有完整的牛肉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
系统，每一头牛从出生到屠宰都有一个‘身份证’，在
养殖生产、屠宰加工、物流运输、产品销售、餐桌消费
整个过程都有可视追溯体系。”科尔沁新野县分公司
总经理王凤勤告诉记者，全程质量控制体系保证出
自示范区的牛肉有过硬的质量保障。

和新野肉牛一样，社旗县出口蔬菜、淅川金银
花、西峡山茱萸……目前，南阳市拥有已建成国家级
示范区 4 个，省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已
达到 30 家，占据全省总数三分之一，稳居全省第一。

南阳市作为传统农业大市、粮食生产大市，近年
来，抓住建设高效生态示范市的机遇，发展高效生态
农业，西峡香菇、牧原猪肉养殖、南阳月季等一批在
全国有影响力的品牌越来越响，在全省形成了龙大、
科尔沁、仲景大厨房等一批食品农产品出口龙头企
业。今年上半年，南阳出口食品农产品金额 6.4 亿美
元，占全省农产品出口总值的 45.2%，稳居全省第
一。这已经是南阳农产品出口货值连续 3 年居我省
地级市首位。同时南阳也是我省开展出口农产品区
域化管理最早的地区。

“发展现代农业，打造一个龙头——中原有机农
产品加工贸易区；两个主通道——农产品外贸出口
通道和国内农产品高端市场通道；三大品牌——农
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市、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
和有机(农)产品生产示范市，加快南阳农业由农产品
基地单链环向全链条产业链升级、为“大粮仓”向“大
厨房”转变奠定基础，是南阳农业发展的方向。”南阳
市市委书记穆为民说，实现由传统农业大市向现代
农业强市跨越是南阳在新时期的重要挑战。

10 月底，西峡县丁河镇简村的猕猴桃
示范区里显得有些安静，猕猴桃已经被采
摘完毕，散落一地的套袋见证着又一年的
丰收。

“像金桃这种新品种，今年一亩地能有 2
万多块的收益，普通的海沃德也能有近 1 万
元的收入。”已经种植猕猴桃近 30 年的庞大
孔告诉记者，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从黄狮村到简村记者看到，在示范区里，
不少地头悬挂着有机种植示范户的标识，庞
大孔告诉记者，这里的猕猴桃由县里的猕猴
桃办公室统一指导管理，从基地的规划建设
到技术管理，加工销售都采用统一的管理方
式。在肥料使用上使用统一的有机肥料，采
用套袋的管理方式，避免大量农药的使用，田
里有统一的灌溉设施，保证使用的水质达标。

“示范区里的猕猴桃由加工企业承包，定
期会有质检中心的人来检验，出来的果子质
量不达标，公司都不收购，最后只能烂在家
里。”庞大孔说，随着出口的越来越多，对果子

的质量也越来越高。
西峡县作为猕猴桃主产区，是中国开展

猕猴桃人工栽培最早的地区，全县已建成猕
猴桃人工基地 10 万亩，产量 3.6 万吨。基地
规模和产量居全国第二位。但是由于不耐储
藏和运输，容易携带检疫性有害生物，猕猴桃
鲜果出口曾一度受到很大限制。

如何让西峡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出口优
势？西峡县在对国内外市场分析后，在南阳
市检验检疫局的协助下决定打破国外技术
壁垒，走猕猴桃深加工、精加工之路，相继开
拓了猕猴桃果片、猕猴桃果粉及猕猴桃罐头
等深加工产品，采取措施力促猕猴桃深加工
产品走出国门。今年 4 月，一批重 8 吨多、货
值近 10 万元的猕猴桃罐头首次出口乌克
兰，这是西峡县猕猴桃深加工产品在畅销东
盟市场基础上的再次开拓。数据显示，今年
一季度，南阳市西峡县猕猴桃系列产品出口
已突破 3700 万元。其中猕猴桃果片作为即
食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出口量最大，货值

达到 2700 万元；猕猴桃果粉作为一种绿色
安全的食品添加剂，出口货值已超过 1000
万元。

和猕猴桃一样，自 2010 年西峡香菇成
功创建河南省首个国家级示范区以来，香菇
产业蓬勃发展，出口货值一直稳居河南省单
项农产品出口首位。2014 年，香菇及制品出
口货值 5.9 亿美元。全县有 60％的农民从事
香菇种植、加工和购销，农民纯收入的 50%
来自香菇产业，西峡香菇已经成为西峡县富
乡富民的支柱产业。

“像西峡的香菇和猕猴桃一样，南阳在农
产品上有充足的资源优势，发挥资源优势，实
现从货源基地向出口基地的转变，不仅能够
提升农民的收益，对保障当地出口食品农产
品质量安全、稳定外贸增长、提高农业增效、
提升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整体水平都具有重
要意义。这也是南阳市创建出口农产品质量
安全示范市的意义所在。”南阳市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局长刘强说。

从“货源基地”到“出口基地”山区里的农民笑了

“两个市场、一个标准”
南阳还有距离

敢当“第一人”
南阳的底气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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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检员在月季基地进行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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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沉睡资本”让农民富起来
□南阳观察记者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李小雨 实习生 朱冠甫 苗红南

“现在我们合作社有 26 个种菇大棚、一个
柴鸡养殖厂，年收入能达到 400 万元，净利润
60 余万元。我的丹水田园生态园梦正一步一
步变为现实。”10 月 30 日，在邓州市彭桥镇丹
水天香林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绍良说
起自己的“田园梦”兴奋不已。

帮助姚绍良圆梦的是邓州市农信社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沉睡的资本被唤
醒。

土地经营权抵押引来“及时雨”

姚绍良大学一毕业就留在深圳奋斗，在可
口可乐、雀巢等公司做了十几年的销售业务，一
个偶然的机会，姚绍良看到福建某地因为大量
出售南阳西峡的香菇，摇身一变赫然成为“中国
食用菌之乡”，从那时起，把家乡的农产品做大
做强的种子就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2014 年 1
月，他放弃了在深圳的工作，回到邓州市创建了
丹水天香林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以种植
香菇为主。

“手中没有有效的贷款抵押，金融资本的阳
光是很难洒在自己身上的。”老姚说，刚回到家
乡，拿着手里有限的资金，他一遍一遍地盘算着，
哪些平整土地，哪些建设厂房，哪些修建冷库
……看着手里有限的资金严重制约自己的发展
规模，老姚有些心有不甘。

正在姚绍良一筹莫展时，邓州市农村信用社
彭桥分社主任芦源为他带来了“及时雨”。

“听说可以用土地经营权作抵押在农信社贷
款，老姚简直两眼放光。”芦源说，2014年邓州市
作为全省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市，土地
承包经营权抵押开始“破冰”。

经过和邓州农信社的沟通和审核，经过 10
个工作日的资格认定与审批，姚绍良用 60 亩地
作抵押，获得了首笔 50万元的贷款，老姚拿到贷
款，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增加建设了冷库，将
菌棒数量增加到十万棒，净增加收益近 30万元，

今年老姚又追加了第二笔的50万元贷款。

助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8 月 6 日，对于彭桥镇来说是一个值得庆
祝的日子，当天邓州农信社与彭桥镇签约土地
抵押贷款 4983 万元。

“我们将在总结彭桥土地抵押贷款试点
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按照“试点先行、以点带
面”的原则，积极推进，稳步实施，不断扩大
试点范围，同时不断建立健全抵押评估、信
贷风险和风险防范化解三大机制，以此吸引
更多农户、专合组织和农业产业化企业加入
到试点队伍中来，通过流转经营土地，促进
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引导农业向高端发展，
增强发展活力。”邓州市农信联社理事长史
德生说。

为此，邓州市农信联社积极向市委市政府
协调，联合市农业、财政、国土、村镇服务中心
等相关部门，组成邓州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抵押贷款工作领导小组，完善和推进抵押贷款
登记制度、抵押融资金融服务和市场服务体系
建设。在稳控风险的前提下，简化业务办理程
序，以行业协会或合作社入股资金建立担保基
金专户存入农村信用社，信用社以此为担保，
按照放大五倍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
贷款。同时，业务办理采取限时办理制，提高
办贷效率，在贷款资料齐备的情况下，从调查
到审批，7 个工作日内办结完毕。另外，采取利
率优惠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利
率在同等条件下下浮 10%。

围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新型农村经济
合作组织，通过调整信贷资金投向，为其开通金
融信贷的“绿色通道”，鼓励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
同时，实现了信贷资金的良性循环。截至 2015
年 7月末，该联社各项存款余额 94.78亿元，各项
贷款余额52.25亿元，存款、贷款存量和增量均稳
居于该市同业首位。

邓州市作为全省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市，贷户可以用土地经营权作抵
押在农信社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