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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中国第五个农民丰收节，在地处豫陕边界秦巴山腹地的卢

氏县，山川锦绣、大地流芳，400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呈现中国香

菇生产第一县、中国连翘第一县和“中国核桃之乡”的累累硕果，空气

中飘荡着蜂蜜和五味子、苹果的香甜，在林海苍茫、山河瑰丽的诗画

田园中，一张张笑脸上洋溢着丰产增收的喜悦。

产业集聚区里21家香菇出口企业，分级包装、车水马龙，截至今年

8月底，卢氏实现香菇出口货值 11.45亿元，占三门峡市出口总值的

48.31%。2021年 8月投产的卢氏县叁和食品香菇水饺日产80吨、

20多个花色品种，源源不断销售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卢氏县天宝

生物科技公司生产的香菇多糖、多肽，年产110吨，销售额1.1亿元，还

“融合”香菇、蜂产品两条产业链，与日本客户合作生产香菇多糖固体饮

料、香菇压片糖果，填补了市场空白。华阳食品、香盛轩、为民粮油等企

业就地加工核桃产品，开发出核桃仁、核桃油等众多产品。引进的河南

多甜蜜集团、莘源蜂业，带动卢氏蜂产业迅猛发展，正在打造“中国蜜蜂

生态友好型示范县”。中西部深呼吸深睡眠体验区创建阔步推进，民宿

建设亮点纷呈，中州自在谷等一批生态康养度假村项目落户卢氏。

遍布城乡的 52家农业龙头企业和 2000多家农民合作社，连接

了生产基地、农户和市场。全县产业发展欣欣向荣，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促进乡村振兴充满活力。

卢氏县抓实以香菇为主的食用菌、以连翘为主的中药材、以核桃

为主的果品和文旅康养、蜂产品等五条产业链，切中肯綮、纲举目张，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意气风发。

五条产业链，犹如五线谱，串起了农户、产业、企业、市场、城乡，

在卢氏大地上奏响了乡村振兴和谐、遒劲的进行曲。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卢氏县乡村振兴新征程战旗猎猎，

凯歌频传。

□张海军 高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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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五条产业链 振兴战旗妍

卢氏县朱阳关镇王店村香菇大棚卢氏县朱阳关镇王店村香菇大棚。。聂金锋聂金锋 摄摄

抓实抓细

产业夯根基

卢氏，古称莘川，“莘”，乃草木
葳蕤、劳作艰难之意。时至今日，这
方山川仍是特点鲜明：全省面积最
大、平均海拔最高、人口密度最小的
县域；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地处
北亚热带至南暖温带过渡地区，耸
立着 4037 座山峰，流淌着 2400 多
条河流涧溪，有“八山一水一分田”
之称；贫困发生率曾居全省4个深度
贫困县之首。消除绝对贫困后，发
展优势产业、增加群众收入更是首
要之意。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
兴。”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发
展乡村产业，强调“产业兴旺，是解
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紧紧围
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
实现产业兴旺”。

卢氏产业过去“杂、散、小”，历
经脱贫攻坚产业培育，卢氏县立足
资源禀赋，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发展新趋势，科学分析、研究确
定：发展以香菇为主的食用菌、以连
翘为主的中药材、以核桃为主的果
品和文旅康养、蜂产品五条产业
链。这，抓住了关键。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重中之
重。”三门峡市委常委、卢氏县委书
记王清华说，“关键在于立足资源禀
赋和特色产业，通过延链补链扩链
强链，做强项目载体、做大市场主
体、做优产品品牌，提升产业层级。”
两年来，卢氏县建立完善了“链长+
链主”双链式“链长制”推进机制。
县委书记为第一总链长，县长为总
链长，每条产业链由县委常委担任
链长，县级领导任副链长，确立了链
主企业、链长部门、链务专员。明确
领导，压实责任，形成链长牵头、部
门负责、龙头引领的工作机制。

——制定图谱，强化招商。卢
氏县制定完善了产业链图谱、招商
图谱，及时更新发布招商项目。食
用菌产业链，依托金海菌种研发中
心，搭建公共菌种研发平台，面向全
县免费开放；三门峡隆茂生物科技
公司新上了香菇酱生产线。中药材
产业链，扎实推进“院县共建”模
式。果品产业链，核桃破壳项目正
在洽谈落地。文旅康养产业链，新
近确定了品牌美食店和开发文创产
品的链上企业。蜂产业链，引进多
甜蜜集团和河南莘源蜂业入驻产业
开发区。

——谋划项目，强力推进。卢
氏县确定每条产业链年内新上两个
以上项目。五条产业链共谋划项目
16个，总投资 9.6亿元。同时，强力
培育链上企业“小升规”。工作中，
卢氏县各产业链还召开“诸葛亮
会”，听取各方意见，明确发展方向，
成立产业联盟。7月 1日至 3日，县

政府办和发改委联合开发区组织产
业链 9家链主企业及产业开发区 33
家企业开展财务专项培训，为企业
规范发展奠定基础。

——广泛宣传，大力推介。今
年6月以来，卢氏县各产业链制作宣
传视频 80 条，总浏览量超 5000 万
次。对网上县域简介、产业情况进
行了更新，推出了最新的文图、视频
介绍。卢氏县还研发了“云上乡村”
智慧平台，在 8个试点乡镇和 50个
试点村予以推广，利用数字云技术
和手机平台展示试点村村情村貌、
农特产品、特色美食、景点民宿、农
游线路，助力产业链建设。

——强化服务，对接企业。各
条产业链积极为链主企业争取政策
性 资 金 。 食 用 菌 产 业 链 争 取 到
2022 年 香 菇 产 业 集 群 奖 补 资 金
1200万元；蜂产业链争取了省专项
债 高 科 技 厂 房 建 设 项 目 3400 万
元。各条产业链还积极助企纾困，
为企业解决减税降费、惠企政策落
实难和贷款周转金等问题。各产业
链还纷纷开展农超对接，助推农产
品上行。今年 6 月 7 日，卢氏县梳
理 24 个种类 108 个品类 357 个产
品，邀请省内外 25 家企业现场采
购，供货金额 1.1亿元。

——以点带面，引领示范。卢
氏县五条产业链围绕产业规模、标
准化程度、组织化程度、联农带农作
用、特色品牌认证情况，确定朱阳关
王店村为食用菌产业链示范村；双
龙湾东虎岭村和范里镇柏坡村为中
药材产业链示范村；东明镇当家村
和范里镇范里村为果品（核桃）产业
链示范村；官道口镇果岭村为果品
（苹果）产业链示范村；官道口镇新
坪村、汤河乡汤河村、五里川镇河南
村、双龙湾镇东虎岭村4个村为文旅
康养产业链示范村；官道口镇南幽
村为蜂产业链示范村。每条产业链
还分别注册一个公共商标，“卢氏核
桃”“自由山水 清清卢氏”“卢氏人
家”“卢氏蜂蜜”已经注册认证。食
用菌产业链“卢味珍蕈”、中药材产
业链“卢味百草”、果品产业链“果岭
苹果”正在注册。

延链扩链

振兴花果繁

卢氏县五条产业链汇聚政策、
资金、资源合力，凝聚企业、市场、农
户要素，发展呈现花繁果硕的喜人
景象。

食用菌产业链。卢氏县年发展
香菇数量由2016年的不足1亿袋猛
增到今年的 3.6 亿袋，年产鲜品 36
万吨，综合产值近 50 亿元，出口创
汇17.5亿元，带动 3.5万户群众户均
增收超过 2万元，成功创建“国家级
香菇产业集群”示范区。龙头企业
河南信念集团卢氏县林海兴华公司
建成国内最大工厂化菌棒加工基
地，采用目前国际最先进的装棒、接

种、恒温培养技术，全县工厂化生产
菌袋上亿袋。卢氏县研发推广液体
菌种，建立食用菌种质资源库，香菇
液体菌种工艺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中药材产业链。全县高效连翘
超 120万亩，丹参、黄精等道地中药
材突破 15 万亩，中药材带动 1.9 万
户脱贫户户均增收 3000 元。建成
全省最大的连翘良种繁育中心，与
京东方 AIOT智联植物工厂合作研
发连翘无性繁殖技术，培育出“卢
翘”良种品牌 4个，年繁育优质种苗
200余万株。投资 4亿多元的河南
中锦园、瑞之恒、涵越健康等中药材
深加工项目稳步推进，成功创建国
家级特色农产品（连翘产业）优势
区。

果品产业链。全县核桃种植面
积达到106万亩，建成核桃基地109
个，核桃平均产量 130公斤、年产量
6500 万公斤、年产值 6.5 亿元。建
成了年交易 10 万吨的豫西最大的
核桃购销集散地；年产值 5000万元
的华阳食品公司、年产值 2000万元
的当家山核桃科技研发中心、年产
值 1000万元的民兴农产品公司，产
销两旺。卢氏县核桃产业园和核桃
文化博物馆建成投入使用。

卢氏县以鑫生源果品公司为龙
头，建成 6000亩高标准有机果品生
产基地，同步配套建设了物联网、
水肥一体化、果品冷藏库、生产道
路、智能果品分拣线等基础设施。
果品基地采取“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脱贫户）”的方式，按照

“土地集约化、农民职业化、经营特
色化、销售店面化”运作模式，把旅
游观光、果品采摘、运动休闲有机
结合起来，按照土地流转收租金、
劳务就业领薪金、资产入股分股金

“三金模式”，带动群众和集体致富
增收。文峪乡庙沟河村、吴家沟
村、杨家场村等 8 个行政村栽植大
樱桃 1.4 万亩，发展樱桃专业合作
社 8个，2022 年共销售樱桃 800 万
斤，产值达 9000余万元。

文旅康养产业链。卢氏县立足
“生态旅游名县”定位，围绕打造中
西部深呼吸深睡眠体验区和“两山”
理论实践创新基地目标，以创建国
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抓手，建立
健全卢氏文旅康养产业链条，努力
提高文旅康养产业硬实力，争创国
家级康养示范基地、工会疗休养基
地和全域旅游示范区。成功创建

“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县”，改造提升
4A级景区 3个，建成乡村旅游示范
点 59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1
个、河南省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 6
个、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19个、河
南省休闲观光园 2个。打造山水隐
庐·隐居乡宿、栖云山居等一批精品
民宿，带动新坪村、汤河村、西虎岭
村、庄子沟村等偏远村群众增收致
富。打造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念
馆、曹靖华故居、洛师旧址等一批红
色教育基地，招商引资建设了马家
湾红色文化教育示范培训基地，推

出了“重走长征路”红色旅游品牌，
累计 37 万人次在卢氏接受党性教
育。

蜂产业链。卢氏县今年新发展
标准化蜂场 176个、蜜蜂养殖 4.5万
箱，带动3000户群众户均增收5000
元；投资 1.3亿元建成蜂产品精深加
工园。建成官道口“蜜蜂小镇”和朱
阳关镇“蜂乐园”“豫西蜜蜂文旅第
一村”，打造了 7个现代蜂业产业示
范村（园）。

善谋善成

全国争标兵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
空舞？

在脱贫攻坚战中，卢氏县产业
扶贫硕果累累、富有特色，全国金融
扶贫现场会、全省产业扶贫现场会
曾在卢氏召开，全国 20多个省（市）
500多个县（区）到卢氏学习考察金
融扶贫、产业扶贫。而今，卢氏五条
产业链齐头并进，囊括、拉动各种经
济要素握指成拳，形成了聚合效应，
带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新征程，卢氏县以发
展五条产业链为载体，通过实施生
态立县、三生融合，通过深化金融扶
贫、浇灌产业良田，通过科学规划、
持续推进，赋能产业发展，争当全国
标兵。

卢氏县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区，在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中有着重要的责任
担当。卢氏县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努力实现产业生态
化、生态产业化，其中把核桃、连翘
两个地理标志产品，作为主导、支柱
产业培育，实现了核桃、连翘两个超
百万亩的发展目标。产业链的上
游，组织连年大规模栽种核桃、连
翘，通过退耕还林、荒山造林、四旁
植树，见缝插绿、绿染山川；产业链
的下游，通过精深加工，提高生态效
益，增加农民收入。目前，卢氏县已
有绿色、有机、无公害和地理标志

“三品一标”农产品 53个，是河南省
品类最多的县。

卢氏县森林覆盖率由前几年
69.34%提高到现在的 70.35%。“增
加的这一个百分点，增加的是 10亿
元的农民收入。”卢氏县委副书记、
县长刘万增说，“卢氏的天更蓝、山
更绿、水更清，‘含金量’也更高。”

卢氏县普洒金融扶贫的阳光雨
露，围绕五个产业链，优先向主导
产业项目提供金融支持，强产业扩
就业促创业。2017 年以来累计投
放 各 类 金 融 扶 贫 贷 款 3.57 万 笔
30.23亿元，其中中药材种植 10680
笔 、食 用 菌 11150 笔 、果 木 蔬 菜
2433 笔、养殖业 4429 笔。今年以
来全县还办理惠农普惠贷款 9100
多笔 6.15亿元。

“十四五”期间，卢氏县将以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

五条产业链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
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加快构建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
系。

首先是进一步做大做强产业
链。围绕“国家级香菇产业集群”建
设，打造百亿食用菌产业集群，将卢
氏打造成为“中国香菇第一县”、国
内最具影响力的“香菇线上线下交
易中心”，争创“国家级香菇现代农
业产业园”。

围绕建设“中国连翘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发挥卢氏连翘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优势，育良种、精管理、求
突破，以标准化、绿色化推进百万亩
连翘全面提质增效，争创“国家级连
翘现代农业产业园”，协同发展天
麻、柴胡、苍术、丹参、黄精、白及等
道地中药材 10万亩以上，推进本地
企业与知名药企合作，建设3个中药
材精深加工产业园，打造百亿级中
药材产业集群。

果品产业链将持续扩大核桃种
植规模，提高核桃品质，大力发展核
桃集散交易和精深加工，建设标准
化三产基地。引进优质品种，加强
果农培训，大力发展精品高山苹果
产业，同时与观光旅游业相结合，因
地制宜发展秋月梨、大樱桃、猕猴桃
等水果种植。

蜂产业链将建设“一园一游两
区四社”，“一园”，即建设蜜蜂产业
园区；“一游”，即“蜂产业+旅游”；

“两区”，即南山中蜂资源保护区和
北山意蜂规模发展区；“四社”，即建
立中蜂、意蜂、浆蜂、授粉蜂4个中心
合作社。持续扩大蜜蜂健康养殖规
模，推广蜂产品标准化生产加工技
术，拉长产业多维度发展链条，打造
中西部蜂产品生产交易集散地。

同时建设完善线上线下市场体
系。在朱阳关镇、五里川镇建设食
用菌、核桃专业市场，在官道口镇建
设中药材、高山苹果专业市场，在城
关镇建设大型农产品集散市场，不
断扩大渤海香菇交易中心交易规
模。加强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提
高冷链物流运输能力，建设农产品
质量管控体系、监测体系和信息追
溯体系，叫响“原本卢氏”品牌。加
强对农村电子商务人才的培训，提
升农民依托电商、直播等渠道推销
农产品的能力；利用好国际国内双
循环拓展优质农产品出口渠道，增
加农产品出口数量。

卢氏县还将以创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县为目标，以山地休闲、避暑
养老、康体养生、红色研学为特色，
依托“百佳深呼吸小城十佳示范城
市”“中国天然氧吧”等名片，广泛应
用现代信息技术，系统提升文旅康
养产业的空间布局、服务体系、服务
设施。实现文旅、农旅、商旅、医旅、
体旅等充分融合互动，建设中西部
著名的文旅康养目的地。

打造五条产业链，乡村振兴战
旗妍。豫西卢氏，芳华绽放，在新时
代新征程中熠熠生辉，阔步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