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7 日，位于郏县堂街

镇上李村云前山上的红牛养殖

基地一期工程正式完工，再过

几天，千头红牛将“落户”这里，

辐射带动周边村落进行有机粮

食、蔬菜及林果种植，形成集红

牛养殖、绿色农产品种植和销

售于一体的生态循环农业产业

链条。

与此同时，位于姚庄乡解

庄村、堂街镇小谢庄村、安良镇

安西村，3个总出栏量4000头

的红牛养殖场也在紧锣密鼓推

进，为郏县红牛的扩群增量打

下坚实的基础。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

点。因原产于郏县、且毛色呈红

色而得名的郏县红牛，是全国八

大优良黄牛品种之一，被农业部

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

名录》。近年来，郏县充分利用

郏县红牛这一资源优势，打造郏

县红牛特色产业，通过政策引

导、龙头带动、金融支持，推动传

统低端的红牛产业向绿色健康

的高端优势产业发展，使其成为

乡村振兴重要着力点。

脱贫故事

“电亮”贫困村 照亮脱贫路

图片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张鸿雨 陈学民）“今
年上半年，全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26.3 亿
元，增速高于全市 3个百分点；规上工业增
加值完成19.1亿元，增速高于全市1.7个百
分点；规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4.4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14 亿
元，同比增长78.4%，增速全市第一；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 5.8 亿元，同比增长 13%，位居
全市先进位次。”11月 12日，平顶山石龙区
发改委主任袁俊瑜告诉记者。

据了解，自 2013年被确定为全国第一
批、河南省唯一的国家独立工矿区改造搬
迁试点以来，石龙区坚持走“工业化、城市
化、生态化”转型发展道路，不断加快产业
转型步伐，增强综合实力，提升民生福祉，
改善城乡面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转型
发展。

围绕传统产业延链、补链和强链，石龙
区初步形成以现代煤化工、新型建材、碳新
材料、新能源为主导，其他产业配套互补的
工业发展格局，目前全区第二产业比重由
2012年 91.7%下降为 2017年 63.5%，第三
产业比重由 2012 年 7.8%提升至 2017 年
21.6%，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转型步伐显著

加快。
同时，该区科学谋划实施了基础设施、

民生工程、安置社区、产业平台等各类改造
搬迁项目 16个，计划总投资 10.2 亿元，其
中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 2.5亿元，省市配套
资金 1.3 亿元，带动社会投资 4.4 亿元。目
前，改造搬迁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 8.5 亿
元，占计划总投资的 83.3%；项目已建成 8

个，基本建成5个，在建3个。
在推动产业转型的同时，石龙区全面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树立全域规划、统筹发
展理念，先后实施了数字城管、游园绿地、
休闲河道、城乡路网、供水和污水处理等基
础设施项目 30多个。城乡道路 41.5 公里
修建完成，“三横四纵”城乡路网架构已现，
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城乡面貌稳步改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发展经济
的同时，石龙区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
发展新路子，编制完成了生态区建设规划
和工矿废弃地综合治理方案；建立健全“河
长制”，对河道沟渠进行生态修复；推进城
乡环境综合治理，持续实施林业生态和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持
续在200天以上。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为让人民群众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该区以塌陷区搬迁安
置为契机，实施搬迁安置项目 3个，累计安
置 2100多户 6300多人。随着计划总投资
36亿元的4个棚改项目的不断实施，9个农
村社区 6800 多户群众不久就可实现集中
安置。目前，该区城乡居民收入和经济增
长基本同步，养老保险实现城乡全覆盖，群
众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坚
持走改造搬迁发展道路，积极实施工矿废
弃地复垦和生态修复工程，加强规范管理，
确保投资效益和资金安全，推进独立工矿
区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步同向，为实现
平顶山综合实力重返全省第一方阵作出新
的贡献。”石龙区委书记王玉娟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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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户

郏县用雪花型郏
县红牛的超额收
益，带动更多贫
困户脱贫致富。
龙头企业平顶山
瑞宝红牛肉业有
限公司已实现带
贫 115户

郏县已建成国家
级保种场 1 个，
年 出 栏 300 头
以上育肥场 83
个，有养殖专业
村 36个，养殖专
业户97户

300
头

1 昨天的农耕文明

11月10日，宝丰县前营乡槐树岭村无职党员在党建小
游园对新栽植的花木浇水。近年来，宝丰县深化农村无职党
员设岗定责工作，激发党员积极性，广大无职党员分别在脱
贫攻坚示范岗、社会治安维护岗、人居环境改善等岗位上以
实际行动发挥着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8 秦亚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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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龙区：转型焕发“高颜值”

本报讯（通讯员 倪向前）“我们对刘文祥村新建改造
配变台区5个、配变容量1000千伏安。改造后的电网很好
地满足了村民生活需求，保障了农业及果木林灌溉用电，
提升用电质量。”11月 12日，平顶山供电公司驻叶县辛店
镇刘文祥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小永告诉记者。

村村通动力电，是电网助推脱贫攻坚、实现精准扶贫
的关键一步，对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
年来，平顶山供电公司牢牢抓住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的机
遇，加大农村电网建设投资力度，抓紧制定农网改造规划，
全面加快农网建设步伐。

去年9月，平顶山供电公司提前三个月完成新一轮农网
改造升级“两年攻坚战”，累计完成了452个中心村整村改造
升级、343个贫困村通动力电、10484眼灌溉机井通电的任
务，不仅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也使广大农民用上舒心电、安
全电、满意电，为农村经济繁荣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在全面完成 2016-2017年电网脱贫“两年攻坚战”的
基础上，平顶山供电公司围绕电网建设、光伏扶贫电费结
算、低保五保电费减免等，积极推进电网脱贫工作向纵深
发展。

目前，平顶山供电公司已对包含汝州在内的 119个省
定深度贫困村实施电网改造；对叶县、鲁山两个已实现电
网脱贫的贫困县开展电网巩固提升；同时，为 34个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安排配套电源项目，确保贫困群众搬得出、
住得稳、能发展、可致富。8

本报讯（通讯员 王冰珂）“一根钢钎五尺枪，晓披霜，
晚思量，越坳穿崖与天抗。倾爱恋，慰山乡，秋风冬雪又何
妨……”日前，在平顶山市汝州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来自
灵宝广播电视中心的微型党课示范宣讲员齐梦华的慷慨
宣讲，引发台下观众热烈掌声。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六次
全会精神，省委宣传部于近日开展“送党课进基层”活动，
组织“弘扬焦裕禄精神，争做出彩河南人”微型党课系列
活动年度优秀宣讲员，深入全省各地巡回示范宣讲，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企业、进农村、进
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网络。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王闯带来的《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为中原更加出彩贡献平煤神马力量》，向我们讲述了基
层煤矿工人的奋斗故事；鹤壁市公安局长风派出所民警张
彦光通过《争做焦裕禄式的好民警》，向我们展示了一名尽
职尽责的民警日常；鲁山县张良镇扶贫办于斐斐讲述的
《责任，源于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神》，让我们感受到扶贫人
员的酸甜苦辣……

“微型党课从身边小故事切入，采用文、图、音视频等
多种宣传形式讲述‘焦裕禄精神’，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
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而激发全体党员争作出彩河南
人，为建设中原经济区作贡献。”宣讲团领队、省委宣传部
党员教育处副调研员周斌说。

“听完宣讲，我很受触动。焦裕禄同志的‘三股劲’让
我精神振奋，劲头十足。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一定努
力学习和弘扬焦裕禄精神，全力以赴做好县级融媒体中心
建设工作。”汝州市广播电视总台总编辑娄亚娜说。8

微型党课传递“三股劲”

本报讯（通讯员 张磊 彭冲）日前，舞钢市纪委查处了
该市尚店镇某村原党支部书记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危
房救济金、低保金、五保金共计3640元，给予其留党察看一
年处分，并在全市范围进行通报。

严肃查处扶贫领域腐败问题，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
力保障。舞钢市纪委始终把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暨扶贫领域专项治理作为工作重中之重，将在扶
贫政策落实中搞变通打折扣、在扶贫项目申报建设上以权
谋私等十二类问题作为重点治理内容，把全市涉及扶贫资
金管理使用及扶贫项目实施单位的全体党员干部和工作
人员全部纳入重点治理对象，确保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同时，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强化与审计、农业、
民政等部门协作配合，全面“扫描”全市 14个乡镇（街道）
191个行政村近年来的扶贫项目资金情况，拉网筛查相关
违规违纪问题，对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严格实施责任追
究，对所有扶贫领域违纪案件实施“一案双查”，坚决整肃
瞒案不报、有案不查、查处不严等行为，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纪律保障。

据统计，自 2016年以来，全市共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案件131件，问责148人，其中扶贫领
域案件41件，问责50人，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切实增强人民
群众的反腐“获得感”。8

舞钢

精准执纪护航精准扶贫

每天来到自家牛棚察看 50多头
红牛，是郏县安良镇峰刘村养殖大户
李自垒最快乐的事情。10年间，从
育肥为主到自繁自育，李自垒 3万元
投资起步，如今净赚250多万元。

和李自垒一样，尝到养殖红牛甜
头的还有安良镇段沟村贫困户张伟
斌。去年，靠贷款他买了 7头育肥红
牛，年底卖了 2头，净赚万把元。“今
年村里又成立了红牛合作社，可以提
供技术指导、饲养管理、统一收购等
服务。这样干下去，明年一定能脱
贫。”张伟斌说。

按照“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
场+村委会+农户”的模式，郏县搭建
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发展红牛产
业带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让更多当
地群众牛起来、富起来。同时，结合
脱贫攻坚工作，又推出了务工、认领、
自养、代养等 4种扶贫模式，用雪花
型郏县红牛的超额收益，带动更多贫
困户脱贫致富。据了解，龙头企业平
顶山瑞宝红牛肉业有限公司已实现
带贫115户。

“我们将把郏县红牛作为特色农
产品优势产业、县域经济重点产业、
脱贫攻坚主导产业、乡村振兴支柱产
业。”县长丁国浩说，“未来 3至 5年，
我们将实现郏县红牛存栏量 10 万
头，产值50亿元，建立起郏县红牛现
代化的全产业链条，打造出中国本土
的、民族的、高端的肉牛品牌。”8

郏县推动传统低端的红牛产业向绿色健康的高端优势产业发展，
未来3至5年，实现全县红牛存栏量10万头、产值50亿元

“头如罐，眼如蛋，耳如扇，龙门角真
好看，叫唤一声二里半。前胸放下斗，后
档放下手。老虎脖子石磙腰，木偶蹄子白
尾梢。”这是群众对郏县红牛形象的描述。

作为我国著名的役肉兼用型地方优
良黄牛品种，郏县红牛在襄城、禹州等地
均有分布，但核心主产区郏县的红牛优势
尤为突出。中国畜牧业协会牛业分会会
长许尚忠说，郏县红牛是老祖宗培育出来
的珍贵品种。体质结实、结构匀称、肌肉
丰满，耐粗饲、易喂养、抗病力强、繁殖率
高，肉质红润且大理石花纹明显，肉用性
能好、皮革柔韧，遗传性能稳定。

本是同根生，缘何郏县的红牛独胜一
筹？郏县畜牧局党组书记、局长祁增芳介
绍，郏县地处南暖温带南部，气候温和，雨
量充沛，天然牧草种类繁多，加之农业生
产较发达，作物种类多，饲料来源广，舍饲
与放牧相结合的饲养方式，使牛只长期得
到丰富的营养与良好的锻炼。

作为古老的良牛品种，郏县红牛的养
殖可追溯到上古时期。《诗经·信南山》曰：

“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骍

牡”即指红公牛）《礼记·檀弓上》亦有记
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
牲用骍。”

一直致力于郏县红牛品种保护和开
发的平顶山瑞宝红牛肉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书岐告诉记者，西周时期，红牛是国
家物质与精神文化的象征，作为国家祭天
祈福的媒介，必须要精选优质红牛，由此，
经过千年的品种选优、体型选优、毛色选
优，郏县红牛无形中也得到了发展和品种
优化。

在郏县，养殖红牛几乎是家家户户的
传统。“上世纪70年代至 90年代，当地百
姓以耕作为主，作为役肉兼用的黄牛品
种，郏县红牛存栏高峰时达 26万头。”县
畜牧局副局长雷晓廷说。

然而，近年来，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
及、郏县红牛役用性能的退出，郏县红牛
肉用性能的开发利用未能及时跟上，致使
养牛比较效益降低、郏县红牛的饲养量持
续下降。据统计，到2017年年底，郏县红
牛的存栏量不足 5万头。郏县红牛产业
面临生存危机，郏县红牛经济红灯频闪。

11月 12日，平顶山瑞宝红牛肉业有
限公司的养殖场内，数百头红牛悠然自得
地在活动场上听音乐、做运动、晒暖儿。

“它们的饲料可非同一般，吃的是澳洲大
麦、东北玉米，配以大枣、中草药增强免疫
力，辅以花椒调味。”该公司总经理白刚锋
说。

作为平顶山肉牛产业化集群的龙头
企业，平顶山瑞宝红牛肉业有限公司经过
8年时间的反复试验，2016年成功培育出
优质雪花型郏县红牛“瑞宝红牛”，其肉质
被行业内普遍公认可达国际公认的A4、
A5最高级别。

“普通牛肉一公斤 50 多元，而我们
A3级别以上的雪花牛肉一公斤可以卖到
700元以上，到餐饮环节每公斤销售价格
达到 3000元以上。”李书岐告诉记者，好
东西从来不缺市场，订单纷至沓来，但碍
于眼前养殖规模的局限而不敢接。

必须改变传统役用的饲喂方式，采用
科学饲养，扩群增量，推动红牛产业由传
统低端向绿色健康的高端优势产业发展，
打破日本和牛神话，开创中国本土黄牛品
种的高端品牌，这不仅是李书岐的心声，
也是郏县众多红牛养殖户的迫切愿望。

今年以来，郏县吹响发展红牛产业
“冲锋号”，成立了以县长任指挥长的郏县
红牛产业指挥部，制订了《郏县红牛产业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以绿色发展为
主线，以科学技术为支撑，以特色优质高
档牛肉开发为抓手，围绕建设一个园区
（郏县红牛产品深加工产业园）、三个产业
带（东南部紫云山、西部莲花山、西北部大
刘山）、100个养殖小区及红牛文化建设，
建立饲草饲料、母牛繁育、肉牛育肥、红牛
交易、屠宰加工、文化宣传等全产业链条，
打造郏县红牛技术支撑、融资担保、冷链
物流销售、互联网销售等系列化产业体
系。

由此，一场振兴红牛产业的生动实践
在郏县迅速展开：

以保种筑牢根基，成立郏县红牛基因
库，完成郏县红牛活体保种任务，建立完
整的谱系档案资料。

以扩群增大规模，扩建郏县红牛良种
繁育中心，建立以分户繁育为主的郏县红
牛基础母牛群，充分利用原有肉牛养殖项
目，新建大规模标准化育肥场。

以龙头打造品牌。培育壮大龙头企
业，建立企业产品标准体系，支持加工企
业建立销售渠道，开拓销售市场，打响优
质高档牛肉产品品牌。

以机制保障发展。县政府定期召开
联席会议，解难题，破瓶颈，把各乡镇发展
红牛产业作为政府考核目标；建立融资平
台，增加信贷投入，探索发展郏县红牛政、
银、担、保、投五位一体的支农机制和投资
模式；由政府出资，对群众养牛、品种改良
给予适度补贴。

以文化铸
造灵魂。挖
掘 郏 县
红 牛 历
史文化、
品 牌 文
化、工艺
制 品 文
化，发展郏
县 红 牛 节
日经济，打造集旅游、
观光、餐饮于一体的
郏县红牛旅游文化。

一系列产业措施
的出台，形成由上而下的发展合
力。目前，郏县已建成国家级保
种场 1个，年出栏 300头以上育
肥场83个，有养殖专业村36个，
养殖专业户97户。

让红牛产业带动群众“牛”起来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张宏怡 3 明天的支柱产业

郏县红牛在运动场上“晒暖儿”

平顶山瑞宝红牛肉业有限
公司现代化的牛肉分割车间

郏县红牛节，
体格选拔获奖红牛

石龙区绿意葱茏，生机盎然

2 今天的产业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