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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食品 一个
“土”
字打天下
——访固始县委书记曲尚英
□本报记者 李海旭 通讯员 杨明 王亚运

施‘三化’措施。”曲尚英说，
“ 首先是标
准化，县里成立食品工业协会，制定出了
固始土鸡蛋、固始土鸡、固始土鹅、 规范标准，明确固始鸡、固始鸡蛋、豫南
固始土猪、
“ 楞头青”土萝卜……固始县 黑猪的范围和标准。其次是专业化，以
的诸多带着“土”字头的生态食品，久负 三高集团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带
盛名，在河南可谓家喻户晓。
“固始县一 动，建立了规模较大的固始鸡、豫南黑
个县出产这么多的品牌产品和标志性产 猪、固始鹅饲养加工基地，以公司+基
品，这在全国都不多见。在省农业厅组 地+农户的生产方式，为广大养殖户提
织的例行监测中，固始县连续多年合格 供专业化‘五保’服务。此外，我们走出
率达 100%。”谈及固始县的食品产业特 了一条品牌化之路，品牌代表着形象、代
色和优势，该县县委书记曲尚英满怀感 表着信任。我们县依托自身优势，积极
情且充满了自豪。
开展和申报了农产品地理标志和有机食
在茶园和牡丹园里散养土鸡，养成 品认证。三高集团去年产值达到 6 个
了固始生态“茶园鸡”、固始生态“牡丹 亿，在北京、上海、郑州、信阳开了很多连
鸡”；在山里放养黑猪，养成了生态固始 锁店。固始牌生态食品正在走向全国各
黑猪。目前，
“ 茶园鸡”一只 3 斤多售价 地。”
298 元，
“牡丹鸡蛋”一个卖到 4 元钱。黑
产业兴旺带贫促增收，固始县立足
猪肉在市场行情平稳的情况下，1 公斤 特色，打出“固始鸡”
“豫南黑猪”
“信阳毛
可以卖到 50 多元，远高于市场价。该县 尖”等驰名品牌，构建“1+N”带贫模式，
草庙集乡现代农业产业园所产的“红阳 引导企业、农村经济组织与贫困户紧密
猕猴桃”注重高端消费市场，产品每斤 联结，
“多彩田园”遍地开花。目前，重点
94 元，且不愁销路，销往香港、上海、合 发展了种植、养殖、加工、渔业、旅游、电
肥、武汉、郑州等城市。
商等 8 大类 19 个富民产业，涉及 889 家
曲尚英介绍说，固始是河南第一人 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建成产业
口大县、农业大县也是全国首家生态原 扶贫基地 927 个，累计带贫人数 118461
产地产品保护示范区。该县地处大别山 人。比如，构建“龙头企业+基地+合作
区，珍贵的绿色禀赋和生态资源，为固始 社+贫困户”的豫南黑猪产业带贫模式，
县发展生态、绿色、有机食品提供了天然 选择牧富畜业、三高公司等 12 家养殖龙
条件。近年来在新形势下，固始县下大 头企业，通过资金入股或贫困户自主养
功夫打好“生态牌”、念好“有机经”，奏响 殖 ，投 放 猪 苗 10168 头 ，带 动 贫 困 户
绿色发展最强音，走出了一条具有固始 5468 户。再如，草庙集乡吕岗村现代产
特色的产业兴旺、产业扶贫的乡村振兴 业园流转土地 5000 亩，发展红心猕猴桃
之路。
和葡萄种植，带动 101 户贫困户园区务
该县因地制宜，先后建立了优质农 工，125 户参与入股分红，上半年累计兑
产品固始鸡生态养殖示范点、豫南黑猪 现贫困户收益 300 万元。万千农户被组
生态养殖示范点和水产养殖示范点，示 织到优质产业链条中，规模化、标准化、
范点取得的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 组织化、集约化促使农民收入水平不断
市场竞争力，极大地吸引了广大农民群 提高。
众参与的积极性。
“在生产环节，我们实
固始县还相继出台了“三品一标”奖

补奖励政策。曲尚英如数家珍地介绍
说：
“ 全县农产品注册商标达到 262 个。
获得‘三品一标’认证的农产品 62 个，省
级知名农产品 12 个，收录国家名优新特
农产品 4 个，47 家企业通过 ISO9000 系
列国际质量认证。我们县的固始萝卜、
固始鸡、固始鹅、固始黑猪、豫申稻米油、
九华山茶叶、顺兴莲大米等品牌都是知
名品牌，产品远销上海、南京、合肥、北
京、郑州等大中城市，成为华东地区重要
的绿色食品供应基地。”
目前该县农业产业化集群达到 10
个，集群内县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达到 73 家。三高豫南黑猪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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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集群、豫申粮油优质米产业化集群、九
华山茶叶产业化集群已升级为省级农业
产业化集群。固始县的生态食品产业正
彰显出巨大的优势，在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中绽放时代华彩。
“茅台国酒也有了固始元素。”采访
结束时，曲尚英充满喜悦地说，
“2017 年
固始县生产的 11.96 万亩弱筋小麦严格
按照有机标准种植，共计为茅台集团提
供了 4 万吨有机软质白小麦。2018 年
茅台集团已确定要把固始种植基地规模
扩大到 17 万亩，固始将成为茅台集团在
河南乃至华东地区最大的有机原料生产
和供应基地。”

做大做强 推“土”出洋
□河南省委政策研究室 王民选

固始县农特产品，
多年来始终打的是
“土”字牌。其品质与同类产品相比，
确实是
风味独特、
特点突出、
特别优质、
特色鲜明。
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
水土滋生之物便成为土特产。
“橘生淮南
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何，
水土异也”。随着城镇化水平和百姓生
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土特产品近乎成为
有机、绿色、无公害的同义语，越来越被
人们珍视和喜爱。绿色环保、绿色健康
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而土特农产品就顺
应了这个主题。华夏传统文明文化中的
怀旧情结，决定了土特农产品容易勾起

人们对过去时光的回忆。所以土特农产
品的市场前景将会越来越好。
固始“土”品牌农产品叫响河南已经
多年，要推向全国，跨洋出海，必须依托
得天独厚的地理区域优势，把土产品进
一步做大做强。该县提出的专业化生
产、标准化管理、品牌化运作、产业化经
营等系统理念，目的是把土办法规范化、
把粗放型精细化、把小农经济规模化，使
泥土味儿更加浓烈，使产品更受市场欢
迎。既符合了现代农业发展思想，又与
乡村振兴最新要求相一致，必将推动固
始“土”字号食品产业再上新台阶。

食品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县委书记县长访谈

扫码领红包迎冬至
12 月初，一加一天然面粉正式宣
布：2018 年冬至，要和大家一起玩出“全
新的仪式感”
“最欢腾的迎接方式”——
扫着红包，等着一年一度的“冬至包饺子
大赛”开幕。
据一加一天然面粉品牌部介绍，贴
着“寻找冬至幸运宝贝”标识、二维码的
“冬至版”天然面粉已正式批量发货，已
陆续到达河南、东北、北京的各大超市、
便利店，这些二维码里“藏着冬至礼物”。
这 些 礼 物 包 括 122 元 、12.22 元 、
2.22 元等不同金额的微信现金红包、支

校园食堂出新规
学生食安有保障

付宝红包、儿童电子绘本。终极大奖是
不同级别的“一加一天然面粉使用权”
（此项大奖，将在 12 月 22 日冬至当天抽
出）。
二维码扫描一次有效，奖品以电子
券发放，快递到家。
扫 完 奖 品 之 后 ，页 面 将 跳 转 至
“2018 冬至包饺子大赛”报名页面，想参
与的面食爱好者可直接报名。
据了解，一加一天然面粉“2018 冬
至包饺子大赛”将于 12 月 22 日（冬至当
天）举行。
（陈梦玲）

民权县食药监局

加强食品生产小作坊监管
为全面规范辖区内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的生产经营行为，加强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今年以来，民权县食药监局多
措并举加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管。
一是加强教育培训，提高主体责任
意识。
《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
小摊点管理条例》颁布后，民权县食药监
局立即组织人员在辖区内开展宣传培训
工作，使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增强了
食品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二是规范生产加工条件，提升整体
环境。该局严格按照“许可一批、提升一
批、淘汰一批”的要求，对全县食品生产
加工小作坊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对存在
问题的当场指出，给予责令限期整改并
提出合理化建议。截至目前，该县已完

成升级改造的小作坊 24 家，正在升级改
造的 12 家。
三是主动上门服务，细化监管措
施。该局对食品生产经营小作坊进行服
务式监管，通过上门检查、现场指导、提
供咨询等形式，为小作坊免费提供相关
法律法规和标准资料，使辖区内小作坊
在生产工艺流程、追溯体系建设、质量安
全控制、产品贮藏运输等方面得到了显
著提升。
四是强化示范引领，以点带面推进
全县食品生产小作坊规范达标。
五是加强信息公开，及时向社会公
告小作坊备案情况。该局在门户网站及
时公告全县小作坊备案情况，目前共公
告全县 24 家已备案小作坊信息。
（周杰）

开封市

开展食品安全进社区活动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2 日，开封市食
安办集中举办了为期一周的食品安全
知识“进社区（村）”宣传活动。
活动以广泛深入宣传创建国家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为主线，大力普及食品
安全法律法规及食品安全知识，努力提
升全市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意识，全面提
高公众对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工作的知晓率、支持率和满意度为主
题，结合开封市委关于党的“双联双创”
活动，全市各县区开展了丰富多彩、生
动活泼的食品安全知识“进社区（村）”

叶县昆阳食药监所

冬季校园食品安全不容忽视，新的餐
饮规范势在必行。11月30日，
叶县昆阳食
药监所在昆阳街道办事处会议室召开辖区
学校幼儿园新餐饮规范培训会。
会上，昆阳食药所对学校、幼儿园提
出要求：第一，学校食堂实行 4D 管理法
（整理到位，责任到位，培训到位，执行到
位），这样可以保证食品原料来源合法，不
易过期变质，每项工作责任明确，避免推
诿扯皮，同时避免以前的安全知识培训只
流于形式的问题出现。第二，环境卫生干
净整洁，三防设施齐全。第三，食品原料
的储存生熟、荤素分开，标示标签清楚。
第四，案板刀具配套实行色标管理，标示
清楚，水池洗肉、洗菜和餐具的要分开，并
且有标示清楚。第五，严格把控操作流
程，防止交叉污染。第六，场所、设施设备
布局合理，不合理的要利用即将到来的寒
假积极整改到位。
（本报记者 李海旭）

一加一天然面粉

宣传。
食品安全进社区主要活动有宣传
栏展示、
《食品安全法》宣传册发放、社
区（村）群众食品安全考察、群众身边的
网络餐饮“净网”活动、食品安全宣传队
巡游活动等。
本次食品安全进社区（村）活动，共
发放各类宣传册 41834 余份，举办广场
活动 50 场，制作宣传展板 819 块，书写、
悬挂墙体宣传标语和条幅 826 条，进
271 村（社区），入 7273 余户，参与活动
群众 61150 余人。(韩吴琦 马国伟)

郑东新区食药监局

举办慈善捐赠

11 月 20 日，鹤壁市食药监局在市医疗废弃物处置中心对行政处罚案件中没收的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进行集中销毁。共销毁
药品 18162 盒，
医疗器械、化妆品 830 件。通过这次集中销毁行动，
向社会展示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严厉打击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
违法违规行为的决心。郭志强 熊森 摄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 28 号 邮政编码 450008

郑东新区食药监局在得知郑东新
区九十六中王红侠老师遭遇交通事故，
家庭困难，面临高额医疗费用后，立即向
全体员工发出倡议，号召大家伸出援助
之手，捐出一份“爱心”，献上一片真情，
帮助王老师一家渡过难关。
12 月 4 日，郑东新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举办了“爱与心，践于行，创建美

丽和谐郑东新区”慈善捐赠活动。现场，
全体员工纷纷解囊相助。
12 月 5 日上午，郑东新区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局长卢高义带领局办公室工
作人员赶往救治医院，雨雪中将全局同
志的爱心善款送到了校领导和王老师家
属手中，也把东区食药监人的爱心和冬
日真情传递给王老师一家。
（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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