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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军 高长军

“看，都是连翘，花已经开了。”宽敞的水
泥路在山间盘旋，路边连翘知春早，串串黄花
迎风开。

首届连翘花季在河南省卢氏县举办。卢
氏连翘种植面积超过 100万亩，涌现出东虎
岭、凤凰台等多个网红观赏地。其中范里镇
柏坡村，一个村子栽植了上万亩连翘，近日笔
者驱车来到村里看个究竟。

来到东岭自然村，向阳的坡地里连翘已
成片开放，树树黄花密密匝匝煞是喜人。70
岁的田福生老人正带着家人在地里除草，“要
说种连翘呀，真是个好产业，去年我卖了5万
多元钱哩。”老田很是高兴，“种了30多亩，进
入盛果期的有 7亩多，一亩地能收入四五千
元。今年又有十来亩地要大见效。”听到笔者
赞叹收入不少，老田说，这个自然村收入超过
五万元的要有30多户呢。

正在附近指导群众生产的柏坡村党支部
书记李献民介绍：“再有半个多月，这里就真的
是连翘的花海。”柏坡山上地广人稀，柏坡村由
原来的柏坡、东岭、蔡家3个村合并而来，这3
个村的耕地全部种上了连翘，分别种植连翘
2000亩、3800亩、4200亩，加上山上野生的连
翘，有15000多亩，目前合并后的柏坡村共有
345户866口人，户均三四十亩连翘，人均一二
十亩“摇钱树”。

朝阳冉冉升起，晨岚正在散去。放眼望
去，向阳处的连翘林呈现出片片金黄，装点群
山。田间除草、施肥、修剪、整地的人们，平添
这壮美劳动画面的灵动。

“除了连翘春季管理，我们还推广林下套种辣椒，收
益很好，群众都开始整地了。”卢氏县天瑞连翘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李玉亮说，连翘进入盛果期需要3年时间，
初期搞林下经济、套种辣椒，2019年村里推广“艳红”品
种，去年推广“满天星”品种，效益一年比一年好。“去年，
连翘林下套种辣椒，仅辣椒收入超 5万元的就有 20多
户，王军伟、郭民生等好几户都卖了七八万元。”

“村里生产的连翘茶，特级460元、一级300元、二级
200一斤，产品远销上海、西安、广州……”“村里还有茶
厂？走，看看去。”

“连翘浑身都是宝，一斤嫩叶品质好的，也就是清明
前后的单叶芽、双叶芽，我们收购价是 12.5元，其他季节
看质量，最低是2元一斤。这可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呀，村
民闲啦就采连翘叶子，去年村民张宏谋一家采叶子还卖
了6000多元。”

行走在卢氏山间，春风拂面。连翘花季开幕时，千山
染金，这是美景，更是“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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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共同推进三门峡市特色
产业高质量发展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卢氏县人民政府 深圳市
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

司战略合作协议

卢氏县西大街古城改造
文旅产业项目

绿色食品加工基地
项目

中检认证特色产业战略
合作项目

双龙湾旅游度假区提升
项目

官坡花岗岩长石矿建设
项目

中药材种植及肉牛养殖
项目

文峪南石桥农游一体化
建设项目

献民连翘茶品牌推广
项目

“原本卢氏”商标授权
协议

2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卢氏县南山北岭森林公
园建设项目

东明镇卢氏老罐头厂土
地开发项目

狮子坪影视基地建设项
目

阳光新能源风力发电项
目

黄家湾钾长石开采及深
加工项目

新型金属材料加工
项目

卢氏县梅家村旅游开发
项目

城关镇至尊府邸建设项
目

汤河乡低里坪村旅游度
假综合体项目

卢氏县红色教育基地融
合项目

朱阳关壮子沟特色民宿
建设项目

潘河乡农产品深加工项
目

瓦窑沟食用菌基地
项目

三禾生态农业农副食品
加工项目

文峪菠菜沟村避暑康养
基地建设项目

范蠡商圣文旅小镇
项目

省内签约方

三门峡市政府

卢氏县政府

卢氏县政府

卢氏县政府

卢氏县
政府

双龙湾镇政府

官坡镇政府

双槐树乡政府

文峪乡政府

艺想良品供应链
科技公司

卢氏县
商务局

工业信息化和科
技局

林业局

东明镇政府

狮子坪乡
政府

双槐树乡
政府

地质勘查
研究所

双槐树乡
政府

潘河乡政府

城关镇政府

汤河乡政府

双龙湾镇
政府

朱阳关镇
政府

潘河乡政府

瓦窑沟乡
政府

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文峪乡政府

范里镇政府

签约方名称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三门峡浙商联盟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百年优选食品有限公司

中检集团河南
公司

双龙湾景区旅游开发公司

河南金晟石矿业

河南晟冶科技
公司

河南绿源科技
公司

卢氏县杨献民茶业有限公司

艺想良品供应链科技公司

晶科电力股份
公司

盛世生态环境股份公司

河南东嘉置业公司

河南影视集团

合肥阳光新能源科技公司

七友砂石料经营公司

卢瑞科技公司

梅家岛旅游开发公司

河南洛水置业
公司

青山绿水生态渔业科技公司

河南马湾文旅实业公司

陕西澜凯实业
公司

恒基制热新能源公司

河南省孙氏菌业公司

三禾生态农业
公司

筑梦生态旅游开发公司

洛阳银安诚方实业公司

项目描述

合力打造集检验检测认证、标准制定修订、研发孵化、培
训配套服务于一体的检验检测全产业链。

建设卢氏农业农村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农业产业数字
化与卢氏县农业品牌提升等平台四大信息平台。

在西大街两侧进行文旅古城开发，占地83.87亩，建筑面
积8.5万平方米。

联合河南省味得佳食品有限公司，依托河南信念集团现
代化的香菇生产基地，打造以香菇为主要原料的熟食品、
半熟食品的优质食品基地。

建设双龙湾景区内桃花谷、螃蟹沟、溶洞三个原有的以
自然资源为依托的主景点的基础上进行品质提升改造。

该项目建设按照绿色矿山及数字化矿山建设方案实施，
两期预计投资10.4亿元人民币，预计年产值1.5亿元，年
实现利税3000余万元。

在双槐树乡及周边乡镇通过流转土地和跟农户签订收
购保护价等方式发展中药材、牧草种植，采用公司+基
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建成存栏具有10000头以上的肉
牛养殖企业。

建设成水肥一体化玻璃暖房5000亩花木培育基地和
月季观光旅游公园。

连翘精深加工及连翘产品宣传推广，市场营销。

“原本卢氏”商标授权使用和推广。

天威新能源系统工程（北京）有限公司拟在卢氏县潘河
乡、沙河乡区域开发200MW光伏项目。

打造集生态休闲、田园旅游观光、林果采摘、民俗体验、
科普培训于一体的田园综合开发项目。

建设以“绿色高端商住”和“生活时代化、环境园林化”为
主题的高尚品质社区。

计划建设影视基地5000平方米，办公用房300平方米，
基础设施建设12000平方米。

在卢氏县境内投资建设新能源风力发电系统及配套设
施建设。

建成年处理10万吨的多元素微晶多孔矿物肥料。

该项目建设新型金属复合材料打磨裁剪深度加工基地，
打磨裁剪深加工生产线4条，配套打磨、裁剪、液压等设备，
年产值可达到1000万元。

计划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大型餐饮、网红项目、栏坝水
库、水利工程及水上各类项目和康养民俗。

总投资9000万元，占地10.3亩，建设2栋总建筑面积
14000平方米商住楼。

低里坪村旅游度假综合体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冷水鱼
养殖、民宿、生态餐厅、垂钓等。

项目设有红色展厅、党建拓展训练基地、国防教育中
心、廉政教育基地、拓展训练基地等场地，可承接500人
以下团体。

项目规划分两期建设，改造餐饮会议中心、民宿，环境综
合整治20000平方米，配套建设排水及污水管道约3000
米等。

项目分二期实施，投资种植连翘等农产品，建设厂房，
安装杀青、烘干生产线，提取深加工生产线等。

打造全新瓦窑沟香菇深加工产业园区计划该项目占地18
亩，采用现代无菌的流水线作业的方式，形成原材料、半成品
到成品一系列的加工。

该项目以老豆腐、嫩豆腐、豆腐干、豆腐皮、油豆泡等豆
制品深加工和淀粉类制品深加工为主。

休闲旅游景观一体化打造，包括25个小木屋、景观绿
化、亮化、停车场建设、金鱼池、餐厅及相关配套旅游设施
建设，园林小品及微景观群体打造。
依托范里镇商圣小镇特色资源，规划建成洛河滨水生

态景观带，商圣范蠡文化轴和休闲景观轴，打造范蠡商圣
文旅名镇。

所属行业

农业

大数据

旅游业

食品加工

旅游业

工业

农业

农业

电商

工业

园林景观绿化

基础设施

旅游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旅游业

房地产

旅游业

旅游业

旅游业

农产品加工

农业

工业

旅游

旅游业

“翘楚携手·合作共赢”招商推介会签约项目汇总表

卢 氏 连 翘 甲 天 下
□王小萍 张海军

金色连翘开遍山川，卢氏大地春意盎
然。3月26日，首届连翘花季暨连翘产业高
质量发展峰会盛大开幕。各级领导和来自全
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中医药企业代表、客商等
500余人出席开幕式。首届连翘花季期间同
时举办招商活动、兰花博览会、钓鱼大赛、徒
步大赛、山地自行车越野赛、短视频大赛、摄
影大展、美食品鉴等精彩纷呈的招商、文体、
旅游活动。

卢氏年产连翘干品3000多吨，占到全
国连翘总产量的 1/4以上，是全国连翘生产
第一大县。2017年在中国农产品品牌价值
评估中，“卢氏连翘”品牌评估价值 4.01亿
元人民币。2020年 12月，卢氏县被农业农
村部等 7部门确定为卢氏连翘中国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近日，笔者走进卢氏县，探析
卢氏连翘产业发展状况。

要想品质好，标准是个宝

在卢氏走访，笔者听说了这样一件事，
一家知名医药企业，为了买到卢氏连翘，曾
求助三门峡市市长安伟和卢氏县县长张晓
燕，但是当时全县连翘已销售一空，只有等
待新品上市。卢氏连翘为何如此俏销？笔
者了解到，主要是品质好，药效成分高。
2020年版《中国药典》规定：连翘苷含量不
得少于 0.15%，而卢氏连翘含量为 0.59%，
是药典标准的4倍；连翘酯苷A含量不得少
于0.25%，而卢氏连翘含量为1.22%，是药典
规定标准的 5倍；挥发油不得少于 2.0%，卢
氏连翘7月份成熟后含量均满足要求。

这主要有两方面因素，首先是自然因
素。卢氏是河南省面积最大、平均海拔最
高、人口密度最小的县，位于北纬 34°、东
经 111°，地处亚热带至暖温带过渡地区，
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全县平均海拔
1221米，森林覆盖率超过 70%。特有的地
域、温润的气候、良好的生态，造就了卢氏物
华天宝、药材荟萃，决定了道地药材的优异
品质，呈现出种类全、产量大、品质高的特
点，素有“天然药库”和“一步三药”美誉，盛
产中药材多达 1225种，其中以连翘最为盛
名。北纬 34°，秦巴山腹地多样复杂的气
象、充沛良好的水质、褐土为主的土壤结构
促使连翘有效成分积累，成就了卢氏连翘果
大、体圆、壳厚、色正、有效成分多、药用价值
高等特点，汲天地之精华，乃大自然之恩赐。

卢氏连翘长期以来品质得到保证，更主
要的是县政府严厉打击连翘采青行为，确保
连翘成熟采收。2008年，原国家质检总局
发布了卢氏连翘的国家标准。多年来，卢氏
县坚持按照标准组织生产、采收、烘干、分
级，不掺杂使假，品质得到保证。

自古以来，卢氏就有采集、炮制、使用连
翘的传统，光绪癸巳年连翘已经载入《卢氏
县志》；计划经济时期，卢氏连翘漂洋过海、
出口国外；改革开放以后，为保护卢氏连翘
资源，国家将卢氏连翘种子、种苗列为禁止
出口产品，并拨付资金支持卢氏开展连翘人
工种植和野生资源抚育。

2004年，卢氏连翘被原国家质检总局
认定为原产地域保护品种。2019年 9月，卢
氏连翘通过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地理标志产品,是
全国仅有的获得原国家质检总局和农业农
村部“双标”认证的特有产品。

要想多赚钱，拉长产业链

通过对气候条件、土壤特点、种植传统等
因素的深入调研和分析，县委县政府看到卢氏
在发展连翘产业方面有着诸多优势。连翘生
命力极强，易于成活，三年挂果，五年进入盛果
期，收益期长达几十年，投资小，见效快，是增加
农民收入、助力县域经济长足发展的致富项目。

2016年，卢氏县提出“打造卢氏连翘百
万亩强县”目标，将连翘产业作为全县脱贫
攻坚的支柱产业，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扶持
企业、合作社、基地做大做强。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和全域旅游建设，卢
氏在国道、省道、县乡道沿线和主要景区、景
点打造出一批万亩连翘精品基地、五千亩连
翘示范基地和千亩连翘标准基地。截至
2020 年年底，全县高效连翘面积超过 100
万亩，其中野生抚育超过40万亩，人工种植

超过 60万亩，涌现出 5个万亩以上连翘生
产基地、34个千亩以上连翘生产基地。

为了就地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卢氏
县引进资金十多亿元在卢氏县建设了乐氏
同仁三门峡制药有限公司、卢氏县中康中药
饮片有限公司，同时与河南桐君堂道地中药
材有限公司、河南中锦园实业有限公司合
作，在县内成立了50余家连翘合作社，实行
订单收购，组织全县 3万农户 10万余人种
植连翘。同时，不断拓展市场，卢氏成为石
家庄以岭药业、北京春风药业、河南福森药
业、重庆太极集团、上海凯宝药业等国内知
名中医药企业首选的连翘原材料供应基地。

除了连翘“果”，卢氏县还充分开发连翘
“花”“叶”的价值，扩展连翘产业链、拉长连翘
产业链。卢氏县挖掘民间潜力，投资近3亿元
打造了官道口镇豫西百草园、徐家湾乡凤凰
台、范里镇西子庄园、横涧乡淤泥河村、潘河乡
梅家村、双龙湾镇东虎岭村等集赏花观光、科
普科研、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农业休闲观光园、
乡村旅游度假村，带动了第三产业发展。

同时，卢氏县还积极研发连翘茶，2019
年卢氏连翘茶获得了新资源食品认证，目前
县内已建起3家连翘茶厂。清明前后，连翘
单叶芽、双叶芽收购价 12.5元一斤，平时看
品质，最低2元一斤，取之不尽的连翘嫩叶，
成了农民又一增收财源。

要想大发展，规划走在前

卢氏县明确由一名县委常委和一名副
县长担任连翘产业链“链长”，该县邀请国内
专家制定了“十四五”连翘产业发展规划：坚
持标准化、规模化、绿色化发展，坚持精深加
工、企业培育、市场体系完善同步推进，打造

“全国特色农产品（卢氏连翘）优势区”“全国
连翘第一县”和“豫西中药材集散地”。

“一产”由“扩规模”向“提效益”迈进：一是
通过落实产业奖补政策，激发企业、合作社、农
户等市场主体主动性，确保全县每个乡镇有
1-2个连翘高标准规范化种植示范基地，全县
连翘挂果面积达 100 万亩以上，年产量达
5000吨。二是做好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建成
全国最大的优质连翘种苗繁育基地。

“二产”由“资源分流”向“资源集聚”迈进：
一是建设连翘全域加工体系。新建5—8个连
翘初加工基地，让资源实现就地就近加工转
化。二是壮大本地连翘加工企业，引进国内知
名连翘加工龙头企业，确保连翘就地加工量达
每年3000吨左右。三是探索多元化发展道
路。开发连翘茶、功能饮料、保健饮品等，丰富
连翘产业发展内涵，拉长产业链条。

“三产”由“树品牌”向“强品牌”迈进：一
是打造连翘技术支撑体系。二是建设卢氏
连翘溯源体系和检测体系。规范卢氏连翘
地理标志授权使用流程，建成覆盖全县的卢
氏连翘质量追溯体系，实现产品“来源可追、
去向可查”，为“卢氏连翘”提供质量支撑。
三是建设全国连翘交易价格形成体系。同
时，将连翘花季和连翘产业高质量发展峰会
打造成固定的行业盛会，为卢氏连翘走出河
南走向全国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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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翘仙子游花海 聂金锋 摄

卢氏县建起3家连翘茶厂，取之不尽的连翘嫩叶成为
群众增收的又一财源 张海军 摄

千山染金如画屏千山染金如画屏 聂金锋聂金锋 摄摄

花海村落绽新景 程专艺 摄

金花漫山次第金花漫山次第开开 聂金锋聂金锋 摄摄

热烈祝贺首届连翘花季今天在卢氏县盛大开幕热烈祝贺首届连翘花季今天在卢氏县盛大开幕

串串黄花迎风开串串黄花迎风开 张海军张海军 摄摄连翘成为金产业 程专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