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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河南农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高长岭 刘红涛

河南因大部分地区位于黄河以南，故称河南。远古时期，黄河中下
游地区河流纵横，森林茂密，野象众多，河南又被形象地描述为人牵象
之地，这就是象形字“豫”的根源，也是河南简称“豫”的由来。《尚书·禹
贡》将天下分为“九州”，豫州位居天下九州之中，故有“中原”“中州”之
称。河南全省总面积16.7万平方公里，地势西高东低，北、西、南三面由
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沿省界呈半环形分布；中、东部为黄淮
海冲积平原；西南部为南阳盆地。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畜牧业大省和农产品加工业大省，
粮食生产是河南的王牌。2016 年粮食生产再获丰收，产量达到
1189.32亿斤，是历史上第二个高产年。我们用1/16的土地，生产了全
国1/10的粮食，1/4的口粮。总书记2014年在河南调研视察的时候指

出，河南这一张粮食王牌不能丢。河南计划到2020年建成6369万亩
高标准粮田，确保202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达到1300亿斤。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提出的打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
动发展，基础能力建设，新型城镇化“四张牌”要求，河南省以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四优四化”为突破口，以增加农民收入、
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为中心，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效益和深化农
村配套改革、增强发展活力为重点，着力培育新主体、打造新业态、增添
新动能、拓宽新渠道，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强省，
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河南以优势农产品为基础，以龙头企业为支撑，以加工集聚地为核
心，着力打造乳制品、食品加工、果蔬、油脂、中药材、茶叶等12类 542

个现代农业产业集群。2016年全省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3.78万家，
其中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7779家，实现营业收入2.3万亿元，占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29%，实现利润总额1871.7亿元。
现在全国的方便面1/3来自河南，水饺7/10是河南的，火腿肠1/2是河
南的，馒头1/4是河南的。2016年全省肉、蛋、奶产量分别达682.54万
吨、422.5万吨、326.8万吨，分别位居全国第二、第二、第四。

2016年全省主要农产品监测合格率均在98％以上，“三品一标”
农产品总数 2710个，基地面积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30%。全省有 21
个农产品品牌被命名为“中国名牌”，47个农业企业的产品商标被认
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河南省级农产品品牌 156个；地方农产品品牌
207个。

前 言

开展特色农业产业扶贫是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我
省困难群众绝大多数集中在农业、农村领域，农业产业是农村贫困
人口生活和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扶贫开发的源头活水。对贫困
地区来说，只有发展产业才能增加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去年，省委省政府发布了《河南省产业扶持脱贫实施方案》，提
出到2020年，通过产业发展带动200万贫困人口脱贫，占全省“十
三五”时期脱贫人口近一半；在我省重点发展8个脱贫产业，其中明
确由省农业厅牵头的脱贫产业有4个，分别是特色农产品产业、优
质粮食产业、设施农业、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畜牧养殖
产业、乡村旅游产业、特色加工产业和电商流通产业等4个产业也
要积极配合。

河南认真落实农业部等九部委《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促进
精准脱贫实施意见》，在53个贫困县编制的县级特色产业精准扶贫
规划基础上，组织编制了《河南省十三五特色产业精准扶贫规
划》。《规划》包含了特色产业精准扶贫现状、扶贫总体要求、重点任
务、资金测算与投资计划、政策保证、组织实施等6个方面，覆盖我

省53个贫困县、3249个乡镇、4625个贫困村，覆盖153.2万贫困人
口，总投资1135亿元。

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是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前提，要按照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立足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培育
差异化比较优势，生产适销对路的农产品。要结合农业部现代农
业示范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和农业产业园“五区一园”建设，对
有条件的贫困县市，优先指导支持创建，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
凡是在“四优四化”布局中的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贫困村，要作为
优先发展区域，调整优化种植结构，重点打造一批具有地域特点的
优质专用小麦基地，发展一批园艺作物高标准规范化设施生产基
地，建设一批高油酸花生绿色高产高效示范基地。在高标准粮田
规划区内的46个贫困县，要通过加大贫困县高标准粮田建设支持
力度，提高贫困地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农业产业扶贫，培育主体带户脱贫。新型经营主体是推动农
业产业发展的主力，要把农业产业扶贫的着力点放在打造有带动

脱贫能力的新型经营主体上，要围绕贫困地区特色农业产业发展，
创建一批示范性家庭农场、示范性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充分利用产业扶贫政策，催生扶持一批农民合作社，通过吸
纳贫困人口入社、就业带动、股份合作、结对帮扶等形式，鼓励其参
与到产业扶贫大局中。

农业产业扶贫，打造品牌开拓市场。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是
推动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要深度挖掘贫困地区资源、生态
和区位比较优势，加强品牌建设和地理标志保护，积极发展“三品
一标”农产品认证登记，在贫困地区创建一批区域公共品牌，培育
一批特色农产品品牌，增强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要利用
省内外、国内外各种展示展销活动，大力推介贫困地区特色农产
品，提高市场占有率。要借助此次全国农业品牌大会，展示品牌扶
贫成果。引导各类农业经营主体与电商企业对接，让贫困地区特
别是偏远地区生产的绿色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出河南，摆上国内外
消费者的餐桌，使贫困人口生活得到有效改善。

强化服务支撑，探索精准模式。农业技术服务是深化农业产

业扶贫的手段，也是农业部门的优势所在。农业部门要加强贫困
地区基层农技人员队伍建设，积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依
托万名科技人员包万村科技服务行动，加大对贫困户关键环节的
技术指导和培训力度，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建立农技服务精准到
户机制，专门成立农业精准扶贫技术小分队，开展“一对一”定点
帮扶。

构建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是产业扶贫的关键。去年，省农业厅
筹措9000万元财政资金，探索涵养式精准产业扶贫新模式，在滑
县、兰考县分别投入资金5400万元、3600万元，通过赠股形式，注
入扶贫农民合作社或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量化到每个贫困社员，
扶贫农民合作社或村集体经济组织将扶持资金再入股龙头企业，
建立“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贫困户”利益联结
机制，每年贫困户按股获得分红。今年，我们将继续进行探索，实
施农业产业精准扶贫行动计划，部省涉农重点项目，涉及贫困县的
将优先对接支持，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行定点帮扶，形成农业产
业精准扶贫试点示范项目亮点。

发展特色产业 助力脱贫攻坚

高标准粮田里小麦丰收在望，我省已建成“田成方、林成网、沟相通、旱能浇、涝能排”的高标准良田5375万亩，有力支持了粮食产能的稳定提升

优质花生让农民喜笑颜开

优质水果丰收，豫东果农在采摘酥梨

河南省农产品加工业以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农产品优
势资源为基础，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产业集聚区和
县域经济着力打造国内一流的面制品、肉制品和乳制品
等主导优势产业，建设国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果蔬、油
脂、饮料等区域优势产业，培育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休
闲食品、调味品等成长性产业,做强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
特色农产品产业，初步形成了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特色
明显、优势突出的农产品加工产业布局，努力提高农产品
加工转化率和增值率，打造产业“升级版”，实现由数量扩张
向质量提升转变，由分散布局向产业集群转变，由农产品加
工大省向农产品加工强省转变。

昔日中原粮仓 今朝国人厨房

2016年，全省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3.78万家，其中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7779 家，增加值同比增长
7.1%，实现营业收入2.3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占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 29%，实现利润总额
1871.7亿元，同比增长 6.6%，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润总额的36.17%，税金总额670.5亿元，占全部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税金总额的34.30%，从业人员230.1万人，同
比增长1.6%。

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我省农业现代化的支撑力量和
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河南从“中原粮仓”变为“国人厨
房”。我省粮食及肉类加工能力位居全国第一，其中，面
粉加工能力6100万吨，占全国的30%，居全国之首；火腿
肠、味精、面粉、方便面、挂面、米面速冻制品等产量均居
全国第一；肉类加工基地和速冻食品生产基地销售的产
品，分别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和60％。火腿肠的1/2、
方便面的1/3、汤圆的3/5、水饺的7/10产自我省。其中，
3/5的汤圆来自于河南的三全，1/2的饺子来自河南的思
念，吃两根火腿肠有一根产自河南的双汇。农产品加工
业已成为河南重要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增长点。

龙头企业引领 百亿企业八家

我省通过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培育出一批行业领军
企业，不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增强其辐射带动能力；同
时，强化农业产业链构建，推动产加销各环节融合发展，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提升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创建农业
产业化示范基地，推动龙头企业集群集聚。通过实施项
目带动战略，发挥投资拉动作用，每年投资建设100个亿
元以上加工项目，扩大加工企业规模。强化对重点龙头
企业的监测服务、动态管理和政策支持，每年重点支持
100家龙头企业新上项目给予贷款贴息。鼓励农产品加
工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参股控股，实现强强联合，培育一

批农产品加工企业集团。
截至2016年，我省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60家，省级

761家。销售收入超10亿元以上的411家，超20亿元的
117家，超 100亿元的 8家。全省涉农企业有17家在境
内外上市。许多食品加工的龙头在河南，全国肉类综合
10强中，河南有3家企业入选；方便面10强中，河南的企
业占据半壁江山。生猪和肉禽加工业在国内处于领先水
平，2013年双汇集团以71亿美元并购美国最大的肉类加
工企业史密斯菲尔德公司后，成为全球最大的肉类加工
企业，生产基地遍布欧美亚三大洲10多个国家，营业收
入1400多亿元。河南华英禽业集团是以肉鸭为主的大
型食品加工企业，年加工肉鸭能力达到 1亿只，居世界第
一位，产品畅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市场占有率在
30%以上，成为“世界鸭王”。三全、思念速冻食品在全国
市场占有率已近60%。

原料基地稳固 产业快速发展

我省初步建成了以优质专用小麦、玉米和水稻为主
的粮食生产基地；以京广铁路沿线生猪产业带、豫西南肉
牛、沿黄滩区奶牛、豫东豫北肉羊以及豫北肉鸡、豫南水
禽为主的畜产品生产基地；以日光温室为主的豫北冬春
菜生产基地、以塑料大棚为主的豫南早春和晚秋菜生产
基地,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并重的豫东豫中冬春和早秋
菜基地，及豫西山区越夏蔬菜生产基地；以沿黄大果花
生、豫南豫西南小果花生、沿淮优势油菜、豫南芝麻、大别
山区桐柏山区和黄淮海平原核桃、油用牡丹、油茶等为主
的油料生产基地，豫西及沿黄故道苹果基地，信阳、南阳桐
柏茶叶基地，焦作、南阳中药材基地等。

种植基地更为稳固。截至去年年底，河南省已建成高

标准粮田 5375 万亩，计划到 2020 年建设高标准粮田
6369万亩，粮食生产能力稳定在 1300亿斤。机械化生
产水平不断提高，我省小麦生产机械化水平达到98%，玉
米机播率达到89%，机收率达60%以上。经济作物种植
基地面积 6000多万亩，其中，蔬菜播种面积 2658.80万
亩，蔬菜及食用菌产量7807.61万吨，居全国第三位；果树
种植面积 730万亩，产量 910万吨；油料作物播种面积
2437.14万亩，产量 619.09万吨，全国第一；其中花生产
量 509.19万吨、芝麻产量 28.10万吨，均居全国第一位。
玉米、棉花、水果、烟叶、中药材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多年来
稳居全国前三位。

养殖基地不断壮大。河南省畜产品资源丰富，种类多、
数量足、品质优。全省省级以上畜牧产业化龙头企业229
家，牛、猪、禽、羊饲养量分别达1437万头、1.03亿头、16.5
亿只和4027万只，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位。
全省猪牛羊禽肉总产量682.54万吨、禽蛋产量422.50万
吨、牛奶产量326.80万吨，分别居全国第二、第二、第四位。

依托众多的畜产品资源，河南大力发展畜产品加工
业。到2016年年底，全省生猪、家禽、肉牛年屠宰加工能
力分别达9000万头、11.1亿只、124万头，生鲜乳年加工
能力达300万吨。

主食加工业 市民最青睐

按照主食和食品加工的口感、营养、品质需要，确定
与之相适应的专用面粉生产；根据面粉加工企业对专用
粉品质的要求，加快小麦品种结构调整步伐，彻底改变

“以粮食生产决定加工，以粮食加工决定市场消费”的“供
需倒置”状况。在加快调整小麦品种结构的同时,支持面
粉加工企业研制适应主食馒头、面条和速冻、方便食品的
加工需要，加大技术改造力度，调整自身产品结构，为主
食和食品加工提供适销对路的优质原料。

目前，全省共有主食加工企业近600家，年实际加工
量1200万吨，实现工业总产值1738.8亿元。主食加工重
点企业共建立自己的原料生产基地618.9万亩，带动农户
154万户，中央厨房、主食加工配送中心营运而生（主要
集中在原阳县）。全省主食加工企业在国内大中城市建
立的销售网络和直销网点已有5000多个，初步形成了从
原料生产到销售终端完整高效的产业链条，确保了食品
安全。发展主食加工业进一步拉动了市场消费，全省居
民从超市和市场购买馒头、鲜湿面条、油饼、油条、米饭等
主食产品的人数已占总人数的56%，城市居民达85%以
上，县城居民达到了83%，农村居民也达到了50%，极大
地方便了群众生活，适应了市场需求。

特色农产品 进出口猛增

河南省已建成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121
个，其中国家级20个，居全国第二位，省级101个。逐渐
形成了干鲜蔬菜、活猪及鲜冻猪肉、果汁、调味品、食用菌
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品牌。全省出口农产品由原材
料、半成品逐步向深加工产品转变，出口产品涵盖了猪
肉、牛肉、鸭肉、鸡肉、花生、食用菌、果汁、四大怀药、猕猴
桃、蔬菜、柳编、花卉种苗等我省多种优势食品农产品，形
成了三门峡苹果、南阳香菇、许昌蔬菜、驻马店周口调味
品、鹤壁信阳禽肉、漯河猪肉等为代表的特色优势出口产
品基地。

示范区以点带面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我省出口食
品农产品质量整体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其中，仅漯河市
鲜冻猪肉出口就占全省的90%以上、占全国的1∕4。西
峡县年产香菇1.2万吨，占全国总量的1∕10，香菇出口
总量占全国的70%，出口货值最高达60亿元。三门峡苹
果出口突破10万吨。出口超1亿美元的还有竹木藤草柳
制品、蔬菜及其制品、果汁、禽肉。同时，供港活猪16年
安全无疫、8年无药残超标。有14个产品获得生态原产
地产品保护，总量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双汇、华英、永达
等27家企业已向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俄罗
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注册。河南出口速冻及脱
水蔬菜生产企业备案已达108家，粮食及面糖制品生产
企业61家，肉及肉制品企业42家，罐头企业34家，调味
品26家。

科技持续带动 帮助农民增收

近年来，依靠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技术力量，充
分发挥技术创新作用，广泛开展科企对接活动，使更多
的先进技术和生产装备应用于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提升核心竞争力，拉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积
极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自建、联建、合作等多种形
式，建立科技研发机构。全省农产品加工企业经认定
的国家级研发机构 18 个，省级研发机构 123 个，省级
以上检测机构 20个，院士工作站 10个，博士后工作站
13个，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教学、科研基地和项目实
验室29个。

2016年，全省农产品加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吸纳劳
动力 230 万人，提供劳动报酬超过 550 亿元，平均每
个劳动者获得报酬 22914.8 元，全省规模以上的农产品
加工企业通过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等利益联结机
制带动农户1330万户，占农村总户数的50%以上，增加
农民收入 335.2亿元，户均增加收入 2520.3元。农产品
加工业在农民就地就业和持续增收中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河南是农业大省，也是农产品加工和农业品牌大
省。2016年，我省粮食总产量达1189.32亿斤，油料、蔬
菜、瓜果、水产等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全省猪牛羊禽肉
总产量 682.54 万吨、禽蛋产量 422.50 万吨、牛奶产量
326.80万吨，分别居全国第二、第二、第四位。充足的原
料供给促进了农产品加工的快速发展，全省农产品加工
业达到7779家，实现营业收入2.33万亿元，占全省工业
产值的三分之一。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使河南培
养出了一大批知名农业品牌。全省有21个农产品品牌
被命名为“中国名牌”，47个农业企业的产品商标被认定
为“中国驰名商标”；河南省级知名农产品品牌156个；地
方级知名农产品品牌207个。涌现出双汇、华英、三全、
好想你、雏鹰、信阳毛尖、灵宝苹果等一大批知名企业和
名牌。河南不仅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大粮仓、大厨房、大
餐桌，也锻造了“河南制造”的农产品大品牌。

加强品牌主体培育
打牢品牌创建基础

企业是品牌建设的主体，只有做强做大才能创建有
影响力的品牌。长期以来，我们坚持产业集聚的发展理
念，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集群。目前，全省农业产业化集
群已发展到207个，分布在12个产业、50多个子产业中，
基本覆盖全省优势农产品和区域性特色产业。2016年，
全省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3.78万家，其中规模以上农产
品加工企业7779家，增加值同比增长7.1%，实现营业收
入2.3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营业收入的 29%，实现利润总额 1871.7亿元，稳居全
省“第一支柱产业”。另外，我们调整财政支持方向，把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补助、农
业支持保护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结构调整专项等
财政项目资金重点扶持对象，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
育。创建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创新“龙头
企业+合作社+农户”等生产经营模式，促进完善主体之
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加速“两新”融合、一体化发展。2013
年以来，省、市、县三级共安排16.6亿元专项资金，用于龙
头企业新上项目贴息支持。目前，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已超过17万家，为品牌创建培育了丰沃的土壤。

加强品牌质量监管
确保品牌产品品质

坚持依托“三品一标”公用品牌发展企业品牌，推动
企业品牌走向高端市场和国际化。全省各地加大财政
支持力度，引导企业创品牌、创名牌。对获得“三品一
标”认证的企业（农民合作社），分别给予 5000 元—10
万元奖励，对获得省级、国家级名牌产品的分别给予 5
万元、10万元奖励。目前，全省“三品一标”农产品2710
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1566个，绿色食品569个，有机
农产品 30个，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登记的区
域特色农产品 65个。全省无公害畜产品产地 466个，
固始鸡、南阳黄牛等 9 个畜产品通过了国家地理标志
认证。

同时，强化质量监管，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
责任，政府领导责任。在全省28个省辖市、直管县（市）
和所有涉农县（市）区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
建成 1个省级综合检测中心、18个市级检测中心、140
个县级检测机构，构建起横到边、纵到底，全链条、无缝
隙、网格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检测体系。农产品质检
和品牌认证监管部门通过例行检测、监督检测、监督检
查、年检和换证（续展、再认证）等手段，保持对获证企业
和产品监管的常态化和持续性。同时，加强对企业内检
员的培训，提升企业内部质量管理水平，全年各类抽检

“三品一标”全部合格，确保了品牌农产品的质量和品
质。

加强品牌宣传推介
营造品牌发展环境

酒香也怕巷子深，创建品牌农产品需要多吆喝，更离
不开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和发展环境的营造。一是建立
品牌目录。我们从“三品一标”农产品中，遴选20个省
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34个省级农业企业品牌，100个
省级特色农产品品牌，207个地方级农产品品牌，建立了
河南知名农产品品牌目录。实行动态管理，实时发布信
息，接受社会监督，优进劣汰。二是加强品牌宣传。充分
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传统媒体，宣讲普及农业品牌知
识，组建“河南农产品质量安全交流群”“三品一标大家
庭”等覆盖全省的微信群和QQ群，多渠道发送品牌建设
动态，形成了农业部门领唱、企业合奏、媒体跟进的宣传
态势，实现了纸媒有板块、电视有画面、电台有声音、网站
有动态、QQ群里有消息、朋友圈有喝彩的农业品牌宣传
格局。三是搭建推介平台。积极组织我省农业知名品牌
参加省内外大型农业展会，扩大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促
进产销衔接。已连续参加了农业部主办的14届中国国
际农产品交易会，累计参展企业 2084 家，贸易签约额
1105亿元，有110个产品获得农交会金奖产品。我省主
办、承办了多届“中国(驻马店)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
谈会”“中国(信阳)国际茶业博览会”“中原畜牧业交易博
览会”“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等专业展销展览会，影响
力逐年提升，让更多的河南农业品牌产品走出去，让更多
的人了解河南农业品牌。

加强品牌示范带动
提升农业比较效益

在由吃得饱向吃得好的转变中，农产品的品牌影响
越来越大。在消费者眼中，品牌代表着过硬的质量，代表
着让人放心的信誉，代表着生活的品位，甚至也代表着一
个省的形象。品牌的创建带动了产业链的延伸，推动了
产业的发展。

漯河双汇集团作为以肉类加工为主的大型食品集
团，始终围绕“双汇”这个大品牌做文章，以屠宰和肉制品
为核心产业，已经形成以养殖业、屠宰业、肉制品加工业、
化工包装、物流配送等一体化的产业链。年产销肉类产
品300多万吨，年销售收入500多亿元，在收购了美国史
密斯菲尔德公司后，在肉制品、生鲜品和生猪养殖三大领
域均排名全球第一，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布局最广、产业
链最完善、最具竞争力的猪肉加工品牌。

三门峡市立足“灵宝苹果”这个区域公用品牌优势，
坚持把苹果产业作为推动农民增收的支柱性产业，着力
打造优势区域，持续培强苹果品牌，有力地促进了全市果
品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2016年，苹果种植面积
177 万亩，实现产值 63.6 亿元，占全市农业总产值的
3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四分之一来自果品产
业。

信阳种茶已有 2300多年的历史，信阳毛尖 1915年
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蜚声海内外。1990年，在全
国绿茶评比中以最高分获得中国质量奖金奖。近年来，
信阳市充分利用信阳毛尖这个金字招牌，大力发展茶产
业，全市茶园面积已达 210万亩，茶产业年产值达 100
亿元。有茶农近 100万人，从业人员 120万人，茶产业
已发展成为信阳特色农业经济和农民致富的重要支柱
产业。

除此之外，我省以“三全”“思念”为主导的冷冻食品
系列品牌，以“好想你”枣为主导的特色食品系列品牌，以

“白象方便面”“一加一面粉”等为主导的面制品系列品牌
等，在提高农民收入、提升农业农村效益等方面都起到了
巨大的主力军作用。

河南将继续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以特色农业资源、产业为依托，以现有传统优势品
牌为基础，大力发展品牌农业，强化品牌引领，加快推动
由河南制造向河南创造、由河南速度向河南质量、由河南
产品向河南品牌转变，促进河南由农业大省向现代农业
强省的转变。

龙头引领促转化增值
打造农产品加工强省

创建中原农业品牌
建设现代农业强省

工人在汤圆加工车间忙碌

黄河滩区成为我省畜牧业基地

现代牧场的散养奶牛在悠闲进食

灵宝苹果挂满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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