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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循环释放强劲“生态红利”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提到畜牧业，畜禽排泄物排放、养殖废
弃物综合治理是个绕不开的话题。近年
来，南阳市畜牧业蓬勃发展，畜禽养殖废弃
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南阳东嘉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在积极开展绿
色生态畜牧业示范场创建的同时，也尝到
了绿色发展带来的“红利”。

1月 3日，记者走进东嘉农牧公司，一
排排整齐的猪舍全部配备有全自动上料、
供水和升降温系统，猪舍里干净整洁，没有
任何异味。从最开始的一穷二白，发展到
今天拥有成熟的养殖、经营和销售产业链
的龙头企业，综合经济实力位居我省养猪
行业的前列，南阳东嘉农牧公司如何杀出
重围？

“企业走到今天，得益于我们生产低残
留、无污染的绿色有机食品，更得益于我们
规模化养殖、循环化利用。如今，我们也在

发展绿色循环的现代畜牧业中尝到了甜
头。”南阳东嘉农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建连说。

种养平衡，粪污成养料

打造田园牧歌式的养殖环境一直是东
嘉农牧的追求。企业投资1000多万元，对
粪污无害化处理系统进行升级改造，粪污
通过干湿分离，干粪进入发酵车间，处理发
酵后制成的有机肥运往蔬菜基地，用于改
良土壤；污液则通过氧化塘处理后灌溉农
业示范田。这样的生态循环农业新格局，
不仅达到了污染物的“零排放”，又实现了
废物利用。

目前东嘉农牧流转了周边万余亩土
地，发展了小麦、玉米、黄豆等粮食作物，种
植了萝卜、辣椒、西红柿等蔬菜，还栽种了
石楠、桂花、香樟等苗木花卉。其中，小麦、
玉米在2015年被北京农产品认证单位认

证为有机农作物，蔬菜被认证为有机蔬
菜。“种有机粮、喂有机猪、产有机肥、结有
机果”，这样的循环链条不仅实现了绿色环
保，更给企业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增
长点。

然而在企业发展伊始，周边群众对粪
污的无公害处理系统并不理解，害怕粪污
通过地下管网会烧死自家地里的庄稼，为
此颇有怨言。2012年，正是玉米扬花期，
当地却遭遇了一场大旱，周边的玉米叶子
都开始枯萎变黄，只有东嘉农牧流转的土
地里绿油油的，生机勃勃。这让群众知道
了企业达标排放的安全性，主动上门拉走
了东嘉生产的有机肥。现在，企业生产的
液态肥、有机肥都无偿提供给周边群众使
用，造福了一方乡邻。

生态养殖，奏响现代牧歌

“为了让群众每一口都吃出营养，我们

通过中草药来提高猪的免疫力，使其少生
病，让餐桌上的蛋白更健康。”刘建连说，在
东嘉农牧，有机粮、丹参茎叶都是猪的日常
食物。

为保护稀有优良品种，东嘉农牧把淅
川县南水北调渠首仅有的280头八眉猪带
回公司养殖繁育，目前已发展为 500 多
头。目前公司正在打造全新散养模式，恢
复南阳八眉黑猪原始的生长繁育环境，将
这一品牌推向市场。

为了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开心，
2017年，东嘉农牧投资100余万元对养殖
场进行互联网化改造，开发智能养殖系统
手机 APP，用户只需下载公司 APP，即可
24小时实时查看基地情况。

尝到绿色发展甜头的东嘉牧业，现在
正在打造一个集生态养殖、休闲观光于一
体的现代农牧生态产业园，将“养好猪、种
好田、植好树、建好园”的现代生态牧歌继
续唱下去。8

中医与养老“牵手”

南阳绘制健康养生产业蓝图

“咱们南阳艾草占有市场绝对份额，要把蛋糕做
大做强，不能走以次充好、互相压价的老路。”2017
年 12月 6日，卧龙区蒲山镇近百家艾草生产企业负
责人集聚一堂，围绕艾产业知识产权与品牌进行着
热烈讨论。

由于自然条件适宜艾草生长和交通上的便利，蒲
山镇吸引了130余家艾草制品企业落户。以种植、加
工、销售和研发为一体的大爱无疆艾草制品有限公司，
年销售额超千万元，已经成为蒲山艾草产业的龙头。

从2016年开始，卧龙区出台政策有针对性地扶
持龙头企业，规划建设产业园区，还牵头成立蒲艾集
团，整合中小企业抱团发展。

目前，南阳艾草注册种植户260余家，种植艾草
6万余亩，加工企业近千家，电商企业达3000余家遍
布全国各地。经过 20年来的开发利用，除艾绒、艾
柱、艾条等传统艾草制品外，又开发出艾叶精油、艾叶
茶、艾香、艾草护肤品、艾叶皂等百余种艾制品，将艾
叶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

“发展宛艾品牌，是我们打造八大宛药品牌的突
破口。”桂延耀说，乘着国内艾草行业高速发展的东
风，南阳近年来主推以“宛艾”为代表的南阳中医药特
色产品，举办了首届中国艾草产业发展大会，成立中
国中药协会艾草专业委员会，并起草制定了国内首部
艾草生产标准。

记者了解到，南阳在建设“仲景健康城”的“名医、
名药”战略中，筛选出山茱萸、宛艾、辛夷、唐栀子、桐
桔梗、裕丹参、金银花、夏枯草八种最具代表性的道地
药材，规范提升“八大宛药”中药材种植基地，通过政
策引导、项目倾斜，重点培育产业龙头和知名品牌，致
力建设国内知名的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依托丰富
的中药材资源，宛西制药、福森药业、全宇制药等一批
中药龙头企业迅速崛起，中医药已成为南阳的特色产
业、绿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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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批中药龙头企业迅速崛起，中医药已成为

南阳的特色产业、绿色产业

“70多岁的国医大师唐祖宣亲自编写教案为我们
授课，把博大精深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娓娓道来，更
让人感动的是他还将多年总结的临床心得和七大验方
倾囊相授。”仲景书院一期学员吕沛宛说，短短一年的学
习下来，自己受益终生。2016年，由京宛两地协作推进
的“仲景书院”正式开办，来自京豫宛三地的100余名中
医师在医圣故里再次踏上求学之路。

多年来，连续举办多届的张仲景医药节为南阳建设
医药文化名城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南阳引来了“仲景论
坛”“仲景书院”等影响深远的文化名片。

南阳以节会为载体，把中医药产业纳入经济社会发
展的总体规划，推动南阳中医药产业壮大发展。如今，

“仲景健康城”蓝图的逐步展现，将实现对南阳中医药优
势资源的挖潜增效。

去年年初，南阳市出台《“健康南阳 2030”规划纲
要》，市委市政府将建设“仲景健康城”列入重大工作专
项，以建设“全国中医药服务贸易先行先试重点区域城
市”、创办“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为载体，计划投
资 200亿元扶持引导 60个支撑项目，以叫响“中医圣
地、养生之城”为目标，打造覆盖全域的中医医疗服务体
系，特色中医药生产基地，和医养结合、文化旅游为一体
的知名养生目的地。

2017年 12月 8日，南阳市召开建设仲景健康城工
作进展专题会议，确立以医圣文化传承区、健康产业示
范区、生态健康养生区“三个片区”为核心，打造健康养
生核心区。按照这一规划，将打造以南阳医圣祠为坐标
的文化传承片区，把健康养生产业融入新城区建设，并
推动以蒲山镇为核心的集医药制品、旅游休闲和养生养
老于一体的大健康产业高地建设。

“南阳建设仲景健康城是南阳绿色发展的重大选
择，也是南阳健康领域打响医圣仲景品牌，提升南阳知
名度的一个契机，是实现转型跨越有效载体和抓手。”南
阳市委书记张文深表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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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

为民办养老院发放补贴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1月 10日，记者从南
阳市民政部门获悉，市财政向市直属民办养老机构发放
2017年度建设运营补贴78万余元，这是该市连续3年对民
办养老院给予资金扶持，三年累计发放252万余元。

据了解，南阳市此次发放补贴包括床位建设补贴28.5万
元，床位运营补贴49.896万元，共有9家市属民办养老机构
受益。

此次南阳市财政资金给予建设补贴、床位补贴的范围是
依法取得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
市属民办养老机构。各县（区）民办养老机构的床位建设补
贴、床位补贴，由县（区）财政承担并按财政补贴标准进行发
放。

南阳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市老年人口以每年
3%的速度递增，预计到 2020年,全市老年人口将达到 170
万人，目前南阳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初步建立，但缺口仍很大，
将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提高城市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覆盖率，落实养老机构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完善养老
机构设立许可制度，引导社会资本和社会力量投入养老服务
领域。8

南阳唯一

西峡双龙村获“淘宝村”殊荣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封德 杨豆豆）1
月 3日，记者获悉，西峡县双龙村荣登 2017中国淘宝村名
单，成为南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村镇。

根据阿里研究院定义，“淘宝村”要求淘宝村的交易场所
必须在农村地区，以行政村为单元，电子商务年销售额需达
到1000万元以上，该村活跃网店数量达到100家以上，或活
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的10%以上。

双龙村依托农村电商产业培训孵化基地，以“互联网+
菌菇产业”为平台，引进专业服务团队，开展淘宝大学学员培
训，免费培训学员18期、1600多人次，村民开办网店302家，
让西峡香菇等农产品通过线上淘宝走向国内千家万户和国
际大市场。据阿里巴巴商学院大数据统计显示，截至目前，
双龙农村电商产业培训孵化基地已实现销售收入1634.5万
元。8

镇平

用“智慧”让扶贫更加精准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杨晓申 李卫
国）“请把你分包的贫困户家中情况拍照上传，以便我们确定
他家‘七改一增’所需要的东西。”元旦后上班第一天，正在镇
平县柳泉铺镇小水沟走访的帮扶责任人胡少佳手机上收到
一条指令，她立马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顺手就传到了平台。

这是该县开展的为贫困户改善生活条件、增加必要家具
“七改一增”活动中的一幕。去年以来，该县为了确保精准扶
贫落到实处，建立了精准扶贫动态管理指挥平台，实现了扶
贫专班、创业就业培训、政策性补贴等政府主导的扶贫项目
的上网公开、全程可查，实现贫困户（村）所需的助学扶贫、就
业扶贫、病残救助、危房修缮等需求信息与社会各界的扶贫
资源的精准对接、互联共享，开启了智慧扶贫的新模式。

目前，镇平县精准扶贫动态管理指挥平台已在全县22
个乡镇、街道全面推开。全县20819户贫困户信息已全部采
集录入，6385 名帮扶干部随时可登录该系统开展帮扶工
作。8

十万渠首农民吃上“生态饭”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通讯员 杨振辉 康帆）1
月 5日，记者获悉，随着平煤集团在淅川香花镇黑鱼沟村无
偿援建的最后一个村级发电站竣工移交，该集团投资2000
万元建设的9兆瓦易地搬迁光伏扶贫工程已全部建成并网
发电。目前，淅川县易地搬迁光伏扶贫项目总装机容量居南
阳市第一、河南省第二。

“光伏发电项目既绿色环保，又能带动乡亲们脱贫致富，
是我们黑鱼沟的首选产业。”黑鱼沟村党支部书记李宏伟说。

产业是实现贫困户稳定脱贫的主要支撑。选准扶贫产
业，对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淅川县来说，既要考
虑产业的带动效果，更要考量产业对生态带来的影响。最终
该县确立了把水质保护和脱贫攻坚两大政治责任一肩扛的
理念，立足水源地县情，瞄准生态产业作为脱贫攻坚中的主
导产业，短线重点发展食用菌、蔬菜、光伏产业等短平快项
目，确保群众当期脱贫；中线重点发展软籽石榴、薄壳核桃等
经济林果，巩固脱贫成果；长线发展生态旅游，保证持续稳定
脱贫。如今，全县贫困户70%以上的收入来自光伏发电、生
态林果等绿色产业，10万名渠首农民捧起“绿饭碗”，吃上

“生态饭”。
在淅川县老城镇叶沟村的山岭上，一个个深沟大穴规整

排开，附近村民正忙着种杏李树。“去年秋天我们就开始规划
种树了，一万亩杏李马上可以种完，三年挂果后能带动700
余户贫困户家庭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老城镇党委书记翟
成敬介绍道。

在与老城镇一水之隔的马蹬镇向阳村，“造林明星”石廷
乐正带领他的造林队栽植西府海棠。“现在有70多人跟着我
一起造林，从 2009 年到现在，我们已经绿化了 10多个山
头。”石廷乐告诉记者。在淅川县，像石廷乐这样参与造林、
森林抚育等林业项目的贫困户农民有2000多人，每年户均
劳务增收5000元以上。

目前，淅川县短、中、长绿色产业发展态势良好，67家企
业入驻淅川投资软籽石榴、薄壳核桃、金银花等生态农业，30
余万亩荒山披上绿装，2016 年全县实现林业产值 14.2 亿
元。实施“光伏下乡”扶贫工程，年预计发电量超6000万度，
年电费收入约6000万元。8

□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本报通讯员 崔松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

事业。支持社会办医，发展健康产业。”南

阳作为“医圣故里”，近年来以“仲景”文化

为特色的中医、中药诊疗和养生、旅游服务

品牌逐步叫响全国。去年年初，南阳市谋

划了事关南阳长远发展的九大专项，建设

仲景健康养生城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旨在抓住国家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机

遇，发挥南阳自然生态资源和中医药文化

优势，以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

区”为载体，把南阳建设成为全国中医药强

市、省际区域性医疗高地、中原地区重要的

中医药健康旅游目的地，国内知名的以仲

景品牌为标志的仲景健康养生养老城，为

南阳绿色发展添加“砝码”。

聚焦九大专项 谱写南阳新篇章⑥

1月 7日一大早，位于南阳市仲景路上的仲泰
医圣堂内人气很旺，一楼大厅内，前来敷贴“三九
贴”的社区居民排成了长队。“夏养三伏、冬补三
九，咱们中医讲究未病先防，冬季使用三九贴，可
以扶阳固本，预防寒气在人体内积累……”在二楼
的健康大讲堂内，专家为群众讲解着健康养生知
识。

带着全家人来贴“三九贴”的居民尹莉对记者
说，到中医馆不仅是来看病，“不同季节都有专家
讲解如何养生防病，来这里学习中医药文化，身心
都有收获。”

记者见到，这家以“仲景”文化为特色的中医
馆内，不仅汇聚了数十名知名中医坐诊，开设了
推拿、针灸、药浴、艾灸特色诊科，还开辟了张仲
景经方解读、中药材标本展示等展区，让前来就
诊的市民可以享受丰富的中医药诊疗和健康养
生服务。

仲泰医圣堂只是遍布南阳城区数百家中医
特色诊馆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市共有中医院 52
家，门诊部、中医诊所 533 家，中医院实际开放
床位 6200 余张；有中医执业（助理）医师 6892
名、临床中药人员 612 名，从业人员万余人；国
家级重点专科和重点培育专科 2个，省级重点专
科和特色专科 22个，市级中医特色专科 41个，
基本建立了覆盖全市城乡的中医药医疗保健服
务网络。

南阳市中医药管理局局长桂延耀告诉记者，
为给城乡居民提供便捷的中医药服务。南阳大力
推进市、县、乡三级医疗机构中医诊疗体系建设，
同时，该市将名医名药作为打造“仲景健康城”的
核心要素，大力实施中医诊疗、中医药人才培养、
中医药研究开发、中药材种植、中药材加工、中药
营销“六位一体”的张仲景中医药创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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