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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珍宝不愁卖，足不出户
能增收。眼下，在位于黄岗镇的
精准扶贫就业基地内，宽敞明亮
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在艾叶加工
品 卷 条 机 旁 放 纸、装 料、卷 艾
柱。在这里工作的贫困户任付
云高兴地说：“工厂建到家门口，
我们不用出远门，一个月能挣
2000 多元，还能照顾家里的老
人、孩子，非常感谢政府对我们
的帮助。”眼下，像任付云一样在
就业基地上班的贫困群众就达
300多人。

“桐柏是世界上最好的野生
艾草适生地之一。我们利用这一
资源，逐步按照有机药材种植标
准发展艾草种植，去年首期3000
亩，5 年之内计划发展到 3.5 万
亩。”桐柏县艾草协会负责人许合
定告诉记者，“我们与日韩及部分
欧美国家达成了出口艾草的意
向，产品供不应求。”

许合定的底气既来自于优势
资源、市场需求，也来自于桐柏县
对有机中药材种植的扶持政策。
县里已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扶持
鼓励有机中药材种植加工，每个
获得有机（含有机转换）认证证书
的，奖励获得证书的经营业主 3
万元；对有机认证的中药材种植
基地，县财政给予补助；对在城市
设立桐柏县有机农产品形象店的
经营户，也适当给予补助。县林
业部门还加大了对种植有机中药

材的技术培训和发展电子商务等
多方面的支持，并委托国内权威
的第三方开展质量评价体系建
设，对绿色、道地中药材基地进行
认定，实现了中药材主要品种从
种植养殖、加工、流通到使用全过
程质量可追溯。目前，全县种植
夏枯球、艾草、金银花、杭白菊等
中药材 4万余亩，木瓜树种植面
积超过10万亩。

记者在桐柏县质量技术监督
局了解到，按照市、县政府文件要
求，该县对初次获得的有机（含有
机转换）认证证书的经营主体，除
了市县政府各奖励1.5万元以外，
对单证获证面积较大或单证通过
认证品种较多的经营主体，另行
奖励1万至2万元；有机认证转换
期和获证后复评换证费用由县财
政统一承担；对固定设施达到规
定标准要求、进销货台账齐全、质
量安全有保障、服务成效显著的
有机防控和标准化有机生产投入
品专营店，每年实施10万元的奖
补等措施，此举极大地调动了认
证企业的积极性。

桐柏县委、县政府围绕脱贫
攻坚目标，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利用财政扶持的杠杆作用，
积极引进龙头企业。通过有机
农业技术体系推广、政策扶持等
措施，鼓励企业采取“公司+基
地+农户”等模式，扩大在公司内
就业的贫困户比例（达 50%以

上），推进有机产业惠及民生。
先后建成了禺峰万亩野茶园、丹
峰山千亩有机野茶园、孔雀岭生
物防治设施蔬菜园、富兴有机循
环生态园等一批精品有机产业
园，辐射带动周边近 1万户、3万
多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同时，紧
抓“京宛对口合作”机遇，强力组
织有机产品进京销售。目前已
有 13 家企业、10 余种产品实现
进京销售，年销售额近 2000 万
元。去年以来，他们又新规划了
培育特色种植产业扶贫工程，计
划在2019年之前重点建设30个

“精准扶贫特色种植产业基地”，
重点发展林果、蔬菜、茶叶、中药
材 4大产业，新发展有机产业基
地 3万亩，把发展有机产业与山
区群众脱贫致富统一起来，努力
提升有机产业发展对老区经济
的贡献率。

“我们将以获得‘国家有机产
品认证示范创建区’这一殊荣为
契机，争创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
范区，坚定不移地加大宣传、引
导、投入、扶持力度，打响淮河源
有机产品品牌，主动融入‘京宛合
作’体系，让京城人民吃上放心食
品、有机食品，推动桐柏老区实现
绿色崛起！”谈到国家有机产品认
证示范区建设的美好前景，桐柏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信心满满，
激情满怀！

（摄影：杜福建 陈康 刘军）

桐柏山中尽藏“绿色瑰宝”

一个小小的山区县，有机产品基地面积已达3.3万亩，年产有机产品1万余吨，涉及蔬菜、核桃、黄金梨、猕猴桃、香

猪、花生、板栗、茶叶、桔梗、油茶等10大类25种产品，涵盖种植、养殖、加工等多种行业，有机产品漂洋过海，人们不禁

叹为观止——

这里，是千里淮河的源头；
这里，是我国麦稻轮作复种制

的发祥地；
这里，被专家誉为“天然生物

物种基因库”“自然博物馆”；
这里，被誉为“全国特大资源

宝库县”；
这里，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确

定为野生大豆国际保护区；
这里，有着全国最大的有机认

证小叶种原生态野生茶园；

这里，有桐桔梗、丹参、金银花
等地道中药材千余种，有“中药材
之乡”“中国木瓜之乡”之美誉……

这里就是史称“天下七十二福
地”之一的桐柏县。

桐柏之美，美在原始，美在质
朴，美在生态，美在环境，这四美带
来了有机产品的遍地开花，花团锦
簇，枝繁叶茂，硕果飘香。让我们
走进这个神秘的领域，寻找“有机”
带来的生机、商机与发展契机。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杜福建

“去年全年，我们这个小公司
出口茶叶创汇达346万余美元，带
动全镇200余户贫困户实现增收致
富。今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公司
就上报两单出口红茶进行检验检
疫，实现了创汇‘开门红’！”3月 1
日，桐柏县程湾镇栗子园村还笼罩
在浓浓的春节氛围中，而位于该村
的丹峰山茶产业园内，桐柏县丹峰
山茶叶开发有限公司的工人们已
开始热火朝天地往货车上搬运、整
理箱子。这些箱子里装的，是该公
司今年春节后出口的第一批有机
红茶。

“厂子就建在家门口，乡亲们
结伴在农闲时节采茶、制茶，不仅
增加了收入，还学到了一门实用致
富技能。”茶农余立朝欣喜地告诉
记者。“近 5年，我们依托桐柏与湖
北省交界处的 12000 多亩稀有珍
贵的野生茶树资源，开发生产高品
质有机绿茶、红茶，并在去年建起
面积达2000余平方米的茯砖茶生
产车间，高标准生产‘桐柏茯砖
茶’。公司取得进出口业务资质
后，更是将深山里的茶叶推上了国
际舞台，各类产品供不应求。崇山
峻岭孕育的原生态野生有机茶真
正走出了大山，成为大众喜爱的

‘香饽饽’！”早春时节，正忙于茶园
管理、组织有机茶网上销售的丹峰
山茶叶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沛
自豪地告诉记者。

三月，小雨淅沥，烟雨蒙蒙，云
雾缭绕。穿越连绵的山峦丘陵，记
者来到桐柏县程湾镇山区，只见茶
园若隐若现，仿若世外桃源。

桐柏县委书记莫中厚告诉记
者，桐柏茶叶 2017 年出口创汇
3142万美元。早在 2010年，桐柏
的山野茶就通过了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国家环保部的有机产品认
证，成为南阳市第一家获得茶叶产

业有机产品认证的企业，这标志着
桐柏茶业迈上一个崭新的台阶。

如今，在桐柏山区，像丹峰山
茶叶开发有限公司一样，越来越多
的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乃
至普通农户，情系有机农产品的生
产、加工与销售，“有机”理念深入
人心，“有机”产业大有可为。有机
农产品种得好、卖得出、效益佳，这
得益于桐柏县近年来实施的“生态
立县”战略，“生态产业化、产业生
态化”在全县已成为一种生动实
践。桐柏县茶产业领导小组负责
人，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磊告
诉记者，2016年 12月 9日，国家认
监委在北京召开了2016年度有机
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工作会议，
桐柏县顺利通过了专家论证，荣获

“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
称号，这是一张金光闪闪的绿色名
片，引领着桐柏“生态立县”向纵深
推进。

“截至目前，桐柏县有机产品
基地总面积已达 3.3 万亩，年产有
机产品 1 万余吨，16 家企业(合作
社)获得了有机产品(基地)认证(转
换期认证)，涉及蔬菜、核桃、黄金
梨、猕猴桃、香猪、花生、板栗、茶
叶、桔梗、油茶等 10 大类 25 种产
品，涵盖种植、养殖、加工行业，已
获得有机产品认证证书 6张，转换
期认证证书 22张。”桐柏县县长贾
松啸如数家珍。

“走遍天边，不如太白顶（桐柏
山主峰）圆圈儿，住在‘天然氧吧’，
享受山珍美味儿！”桐柏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时常溢于言表。桐柏人
缘何酷爱生态，痴心呵护有机产品
的生长环境？“乐民之乐者，民亦乐
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莫中厚说，推进国家有机产品认证
示范区建设，让桐柏的特色农产品
飞出桐柏山，造福山区群众，大家
自然打心眼里拥护！

走进桐柏，犹如闯进了一座巨
大的绿色宝库。这里是千里淮河
的源头，南北气候过渡带，四季分
明，雨量充沛，兼有暖温带、亚热带
气候特征，具备多种动植物生存、
生长条件，是我国麦稻轮作复种制
的发祥地，被专家誉为“天然生物
物种基因库”“自然博物馆”。旅
游、林果、中药材、水产、土特产等
优势资源深藏其中，被誉为“全国
特大资源宝库县”。全县森林覆盖
率 52％，拥有宜林山坡 164万亩，

“两松”（火炬松、湿地松）基地40万
亩，板栗 25万亩，野生茶叶面积 3
万余亩，连片草场40万亩，水资源
总量8亿立方米，可养殖水面4.4万
亩。盛产药用木瓜，被誉为“中国
木瓜之乡”，此外还有香菇、板栗、
桐柏大枣、茶叶、珍珠花等农副土
特产，有桐桔梗、夏枯草、丹参、金
银花等地道中药材千余种。

曾几何时，桐柏人“守着金山
讨饭吃”，只知道靠山养山，不懂得
科学“吃”山，桐柏山的生态优势未
能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动能。作
为革命老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站在改革发展的关键节点上，
桐柏所面对的，既是经济加快发展
期，也是转型升级期；既是发展机
遇期，也是矛盾凸显期；既具备加
快发展的条件，也面临许多两难问

题。一个个矛盾和难题横亘在前
进的路上，绕不开，躲不掉。在长
期的探索中，桐柏的决策者们认识
到，所有解决矛盾、破解难题的选
择，都指向一个路径：发挥生态资
源优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怎么转？面对新的形势和任
务，桐柏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响
亮地提出了“生态立县”发展战略，
适时提出“建设国家有机产品认证
示范区”等发展目标，他们的发展理
念随之由“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
青山”，到“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
银山”的转变。打造国家有机产品
认证示范区，建设有机产品宝库县，
就是要用生态文明的理念、标准和
方法，科学统筹各类生态资源的开
发和利用，在发展生态经济的同时，
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以生态产品
提升桐柏的形象和吸引力，以有机
产品激活桐柏山的生态资源，在依
靠生态产品富民强县的同时，吸纳
生产要素向桐柏集聚，实现资源优
化配置，加快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
的转变。由此，建设“有机桐柏”上
升为新的县域发展战略。

方向既定，目标明确，路径清
晰。在淮河源头，一场创建国家有
机产品认证示范区的战役全面打
响，一路走来都是歌，发展路上奏
凯歌。

人勤春来早，有机认证忙。有机产
品认证示范区创建和保持是个长期工
程、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主导，各职能部
门齐抓共管，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狗年
春节上班后，桐柏县便召开不同层面的
会议，落实全县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继
续把创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工
作摆上重要位置，采取一系列硬措施深
入推进。莫中厚告诉记者，党的十九大
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
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

态环境需要。通过学理论、学政策、学
科技，桐柏全县上下形成了这样的共
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是高度统一
体，必须坚持绿色发展之路，在绿色惠
民、绿色富民、绿色强县方面一以贯之，
依托有机农业这一载体，持续发展生态
经济，培育壮大产业规模，破解“三农”
难题，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
绿，从而绘出生态强县的最美画卷。基
于此，桐柏县把创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
示范区作为民心工程、重点工程，列入
各年度全县目标考核体系。一是成立
了以政府县长任组长，分管副县长任副
组长，质监、农业、林业、水利、环保、食

安、工商、药监等部门一把手和各乡镇
人民政府负责人为成员的有机产品认
证示范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有
机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
创建活动的组织领导、安排部署、协调
推进，明确了各部门、各单位的具体职
责和工作目标，形成了“统一指挥、整体
联动、部门协作、快速反应、责任落实”
的有机产品认证管理机制。二是制定
了《桐柏县有机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以
后的发展方向。结合精准扶贫有关政
策，出台了《桐柏县有机产业发展指导
意见及奖励补助办法》，发挥引导作用，
着力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三是制

定了《桐柏县创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
范区工作管理手册》，管理内容涵盖各
阶段创建工作方案，基地标准化建设控
制体系，有机产业投入品控制体系，质
量安全监督管控体系，监控、预警、纠偏
及评估控制体系，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控
制体系，企业质量安全控制体系，宣传
培训控制体系等7大工作体系，形成了
有机产品示范区内产、供、销完整的产
业链管理制度体系，确保有机产业持
续、规范、健康发展。“县里对有机产业
抓得越来越实，我们的劲头也越来越
大！”桐柏富兴林产果品有限公司负责
人黄宏云告诉记者。

早春季节，走进桐柏县，品牌农业
发展的强势劲头让人目不暇接：程湾镇
万亩野生茶园绿意盎然，安棚镇蔬菜大
棚内菜果飘香，回龙乡万亩药材基地畦
畦深绿……

如火如荼的有机产业发展热潮，来
自于该县持续打造农业品牌的行动。
近年来，桐柏县围绕创建国家有机产品
认证示范区，从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发
展特色产品、培育核心品牌等方面着
手，精心打造精品农业品牌，以品牌农
业促进有机产品开发。目前，全县拥有
各类农业品牌35个，其中国家级品牌5
个、省级品牌21个、市级品牌9个，品牌
农业已成为该县有机农业发展的强大

“助推剂”。
以“三品一标”认证为载体，打造优

质农产品基地品牌。桐柏县先后制定
了《无公害桐柏玉叶茶》《无公害花生生
产技术规程》等 5 个省级地方标准和
《木瓜栽培技术规程》国家林业标准，扎
实推进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建成了

花生、木瓜两个国家级产业标准化示范
区及茶叶、水稻等5个省级标准化示范
基地。先后对全县10余种近90万亩的
农产品进行了无公害产地认定，10余万
吨农产品获得国家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4个畜产品基地得到无公害认证。“桐柏
山野茶”为南阳市唯一获得有机认证的
茶叶品种，有全国屈指可数的有机茶认
证基地。“桐柏玉叶茶”“桐桔梗”和“桐
柏朱砂红桃”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
定。桐柏板栗品质优良，远销国内外，
被誉为“河南省优质板栗之乡”。

以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为重点，打
造骨干企业及合作社品牌。目前，全县
年销售收入或产值达50万元以上的农
副产品加工与流通企业已达 50余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得到快速发展，总数已
达500余家，其中两家被授予国家级示
范社称号。家庭农场发展到120余家。

以发展特色产业为核心，打造特
色农产品品牌。茶产业一直是该县农
业特色产业，目前已形成了以桐柏红、

桐柏玉叶为主的两大品牌茶叶，先后
获得多项省部级荣誉称号。桐柏红茶
先后被评为全省新名茶、省重点扶持
发展的茶叶品牌、省最具潜力的茶品
牌、河南红茶“四大名枞”等，桐柏玉叶
先后获得省优产品、省十大名茶、全省
十大茶叶品牌、河南省名牌农产品、河
南省著名商标等称号，“太白银毫”茶
叶荣获部优产品称号。桐柏县每年种
植夏枯草面积在3万亩以上，年产干品
600万公斤，是豫南最大的夏枯草集散
地，年交易量 2000 万公斤，占全国交
易量的 50％以上，成为王老吉等公司
原料采购基地之一。全县初步形成了
以茶叶、板栗、中药材（木瓜、夏枯草、
桐桔梗、杭白菊、金银花等）、特色水
果、设施蔬菜、水禽、香猪养殖、油茶加
工等为主的8大特色产业，规模化发展
花生、板栗、茶叶、木瓜、夏枯草等生态
产业面积70.5万亩。

以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创建活动
为载体，强化品牌管理。桐柏县坚持

一手抓创建，一手抓监管，落实“分责
全覆盖、职责全落实、履责全方位、问
责全过程”的责任体系；进一步规范农
业投入品监管，从源头上控制好农业
投入品质量安全；积极引导有机食品
生产基地内的农业经营主体开展自律
性检测；按照“生产有记录、信息可查
询、流向可跟踪、责任可追究、产品可
召回、质量有保障”的要求，建立质量
安全可追溯平台；坚持从生产、认证、
销售等多环节对企业和产品进行监督
检查，常年开展执法检查，严厉打击违
法经营、不诚信生产行为和假冒伪劣
产品。推广绿色(有机)农业技术，各乡
镇新建(扩建)了农技推广中心，培育科
技示范户，科技帮扶贫困村100多个。
推广农作物秸秆还田，使用农家肥、沼
气渣肥等，杜绝使用化肥，为有机农业
示范推广提供了充足肥源。大力推广
稻鸭、沼稻鳅共作模式，采取人工除
草、除病株、捕捉地老虎及蝼蛄等方
式，灭杀清除地下害虫。

有机理念深入人心
生态富民A

有机产业发展步步高政府主导C

有机产业实现美丽“蝶变”品牌创建D

“有机”助力脱贫攻坚政策激励E
有机产品“激活”桐柏山
生态立县B

桐柏县委主要领导调研指导食用菌产业发展 桐柏县政府主要领导深入艾制品生产车间调研指导工作

桐柏县丹峰山茶叶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茯砖茶

油光发亮的桐柏野生板栗

在江记有机油茶基地从业的贫困户笑逐颜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