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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祥符，生动而精彩。
“木式的小屋，大方的落地窗，房前屋后

有鲜花、鱼池、栅栏，民宿群展示出一派美好
的田园风情，团建或者家庭游都非常适合。”
9月12日，全省“三散”治理工作现场会观
摩团来到开封市祥符区西姜寨村，参会人员
不住地对当地宜人环境发出感慨。“农田成
了风景，农村成了景区，生活在这里，一点儿
也不比城市差！”这是来过西姜寨的游客们
共同的感受。

如今，步入祥符区的乡间村落，平坦的
水泥路向远处的村庄延伸，一座座农家居所
在绿化苗木掩映下熠熠生辉，一片片农田沃
野飘香，“开”遍全国各地的万亩菊园令人大
饱眼福……

视野所及、行之所至，黄发垂髫、共话桑
麻，怡然自得。曾经灰头土脸的小乡村，抖
落了满身尘埃，呈现出一幅生产发展、环境
优美、乡风淳朴的图景。

祥符区委书记李军说，祥符区撤县设区
以来，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及
开封时的重要讲话为根本遵循，坚持“四个
着力”，全力打好“四张牌”，推动区域治理
“三起来”，做到乡镇工作“三结合”，围绕“三
组、三带、三链”总思路，走稳走准了高质量
发展的路子，实现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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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符区 产业兴起来 农民富起来

祥符区立足三产深度融合，突出改

造升级第一产业，培育壮大第二产业，

创新拉动第三产业，做好产业链相加，

推动各产业向其他产业延伸融合。

打造“高端化工产业链”。以晋开公

司为依托，延伸产业链条，大力推进洛

阳科创石化甲醇转换催化剂、郑州高复

肥脲甲醛等项目建设步伐，建设精细化

工基地，打造年产值超百亿的高端化工

产业集群。加大新型煤化工产品的研

发力度，推动传统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

工迈进。

培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

充分利用50万亩的花生保护面积，加大

“开封县花生”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

护开发力度，重点打造花生的全产业

链。依托龙大公司，拉长花生产业链

条，扩大一见钟情花生饮品、富兰格生

物工程等项目的生产规模，打通花生电

商销售渠道，形成一条集花生种植、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依托花生

产业链，加快天津恒众、郑州康晖、郑州

源之品等食品加工项目建设，推进华闽

二期完全建成投产，打造在全省具有竞

争力的食品加工产业集群，推动一二三

产深度融合发展。

发展“现代物流产业链”。依托突出

的交通区位优势和河南省自贸区开封片

区成为河南省电子口岸入网联审试点的

机遇，加快推进粤泰冷链物流项目，建成

冷藏配送、冷库仓储等齐全的冷链物流

企业，着力打造现代物流集群。

走进西姜寨田园综合体，里面热闹

非凡，参观者络绎不绝。

西姜寨田园综合体项目是以政府主

导、村民参与、企业实施为开发模式的

乡村振兴项目。是开封市乡村振兴“1+

6”示范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

总规划2.7万亩，总投资50亿元，规划上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

理念，建设“一心、一园、一环、一带、一基

地、三区”，最终实现文旅融合、农旅融

合、镇村融合、产旅融合，打造成国家乡

村振兴示范区、河南现代农业示范区、

开封农文旅融合标杆。该项目在河南

省2019年度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工作

评选中，经省财政厅组织专家对推荐项

目考察，现场答辩后，喜获第一名。

祥符区田园综合体发展迅猛，罗王乡

胡砦村流转土地3000多亩，种植白皮松，

既增加农民收入，又保护了环境；陈留镇

韩洼村，流转土地2000多亩，大力发展红

提子葡萄种植等，吸引大量外地游客前来

观光、采摘，体验农民丰收的快乐。

田园综合体还推行“合作社+农

户”“企业+基地+农户”“协议收购保

底收益”等模式，使全区各项经济指标

快速增长。袁坊乡府君寺村自从搞起

了“互联网+农业”的销售新模式，不仅

让村民不出村就可以实现农产品的外

销，还能使群众的红薯每斤多卖5角

钱。借助龙大及富兰格等企业，延伸

农业产业链，不仅消化了周边地区

200万亩的花生，使该区的花生系列

产品销往全国16个省320个地市，花

生蛋白饮料总销量及市场覆盖率均居

全国首位。开封青天伟业流量仪表有

限公司借助电商平台推进跨境营销，

被阿里巴巴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授为

“寻梦基地”，该公司仅去年跨境电商

销售额突破400万美元。

祥符区区长王彦涛说，站在新起点，

祥符区将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突出抓好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提升，抓好

骨干龙头企业培育，打造农业产业化联

合体，增强与农民的利益联结，努力实

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小康梦。

祥符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区，总人

口82万，总面积1302平方公里。为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高农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近年来，该区立足于农，加

大投入夯实农业生产条件，把发展工业的

思维和理念“移植”到现代农业发展中，推

动土地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高效化；按

照“政府引导、产业带动、农民自愿、市场调

节、依法规范、有序流转、规模经营”的总要

求，全力做好土地流转这篇大文章。

该区刘店乡地处黄河滩区，当地农民

过去常年在黄土地里刨口粮，种植结构单

一，广种薄收，种地对农民来说，仅能维持

温饱，想让土里“生金”，难。

咋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眼瞅着

开封市菊花产业做得风生水起，刘店乡党

委、乡政府把目光瞄向了时下最火的万寿

菊。黄河滩区地势平坦、土质疏松、水资

源丰富，种植万寿菊有天然优势。开封捷

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怡公

司”）正是看中了刘店乡的这些优势，双方

一拍即合。

去年以来，刘店乡流转1.2万亩土地

打造万亩万寿菊扶贫基地项目，并以村为

单位成立14个农民种植合作社，以“公司+

合作社+农户”模式运营。捷怡公司负责

提供种苗、回收菊花、进行技术指导；农民

合作社负责土地租赁、菊花种植与采摘。

项目区内的4个村共有贫困户372户，全

部参与了此次土地流转，以土地入股，每亩

地每年分红不低于800元。另外，贫困户

通过利用金融扶贫贷款资金建设的育苗温

室大棚入股，每户每年分红3000元。

不仅如此，到万亩万寿菊扶贫基地摘

花还能挣钱。十里八村的村民空闲时间

纷纷赶来摘菊花，一天能挣100元左右。

万亩万寿菊扶贫基地需要4000人采摘作

业 5 个月，预计每人每年可增加收入

5000多元。

菊花摘下来，如何深加工？在祥符区

黄龙产业集聚区捷怡公司的生产线上，新

鲜的万寿菊正被制成叶黄素膏。该公司

负责人于怡然说：“万寿菊花蕾中含有的

天然叶黄素有‘植物软黄金’的美誉。每

吨叶黄素膏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约为14万

元，我们生产的叶黄素膏出口到墨西哥、

澳大利亚等国家，效益十分可观。”

除了叶黄素膏，万寿菊还可以被制成

菊花茶、叶黄素饮料等。围绕万寿菊深加

工，刘店乡积极延伸产业链，带动农民增

收致富。

万寿菊花期长，不仅经济价值高，还

有极大的观赏价值。祥符区借助沿黄生

态带建设机遇，计划在未来2~3年内，将

万寿菊种植规模扩大到10万亩，打造集

休闲、采摘、餐饮于一体的生态旅游业。

让故乡的聚宝盆早生“金”。作为20

世纪末每年有近20万人外出务工的劳务

输出大区，祥符区抓住早期外出的农民工

年龄增大、有一定经济积累的情况，采取

主要负责人带队，深入农民工输入地摸清

情况，宣传家乡优惠政策，帮助解决在回

乡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千方百

计吸引他们返乡领办、创办项目，积极引

导有实力的农民工回乡创业。

半坡店乡石碑湾村陈书峰，2001年

大学毕业后，去了国内一家饲料公司郑州

分公司做技术服务，一做就是8年，从技

术员做到了技术总监，从起初的每月800

多元工资到年薪20多万元。

2016年在家乡政府的感召下，他回

老家成立了木易牧业公司。从最初的

260头奶牛、日产鲜奶4吨，到如今的奶牛

存栏1086头、日产鲜奶18吨、肉牛存栏

800余头。

2017年10月，经乡党委、乡政府充

分协调，木易牧业公司利用国家到户增收

资金，与全乡414户贫困户签订奶牛代养

协议：利用每户5000元的到户增收资金

给贫困户分红，每季度分红一次，每户每

年分红不低于1000元。

“这个协议意义重大。”该乡党委书记

王兆峰表示，“一年半时间，木易牧业公司

已经为协议贫困户分红100万元。”

陈书峰的家乡扶贫计划更是远大：今

年实现全乡贫困户全覆盖，到2020年，员

工规模超过230人，让更多的贫困户在公

司就业。

养牛3年的陈书峰把产业链越拉越

长：2017年，公司开了15家鲜奶吧直营

店，遍布开封市区；利用牛粪作有机肥，又

建了29座温室大棚，种植各种蔬菜和种

苗，每个大棚年收益达5万元。到明年，

将建立一座四星级休闲农业庄园，有大

棚、民宿，可采摘、能垂钓……

截至2018年，祥符区农村土地流转面

积29.39万亩，其中合作社以贫困户土地

托管模式已发展托管土地4000余亩，合

作社给贫困户土地托管费均在每亩800元

以上，切实保障了贫困户稳定增收。

近年来，祥符区坚持以质量兴农，突

出优质、安全、绿色导向，突出农业绿色

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集约化生产

模式，大力发展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产

品，使一批精品农业蓬勃兴起。目前，已

建成优质小麦、汴梁西瓜、花生、胡萝卜、

黄河水稻、蔬菜、食用菌生产基地，一批农

副产品还注册了商标；通过资金协调、“科

技联姻”，为农民提供产、供、销一条龙服

务，大力发展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用经纪

人的信息反馈向农民传播新知识、新技

术，推广适销对路的农产品。

陈留镇四妮特菜基地被开封市确定

为无公害设施蔬菜科技扶贫示范基地，在

第二届“中国创翼”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中

获得银翼奖。

“一茬大棚快菜25天即可成熟，行情

好时，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到省内外超市，

收入很可观。”四妮特菜种植合作社负责

人刘前进说。

四妮特菜基地是开封市科技扶贫示

范基地，快菜种植项目被列入河南省“四

优四化”科技支撑行动计划。该基地种植

的鸭儿芹（三叶香）、黑番茄、冰草、意大利

茴香球、宝塔菜花等，都是特种蔬菜新品

种。周边群众看到四妮特菜基地种植的

“稀罕菜”卖上了好价钱，纷纷前来取经。

如今，四妮特菜种植合作社为祥符区八里

湾镇、兴隆乡，通许县竖岗镇等种植户提

供蔬菜种子和技术指导，直接带动种植户

200户，增加从业人员100余人，实现10

户贫困户脱贫。

万隆乡田庄村群众采取“统一供种、

统一施有机肥、统一物理治虫”模式种植

的5000多亩花生，经多方认证为有机花

生，被引资企业富兰格生物工程（开封）有

限公司定为原材料生产基地。年产100

万公斤的有机花生，可加工花生油25万

公斤，产品销往欧盟和阿联酋、新加坡等

国家，使农民年增收150万元以上。

目前，祥符区正在扶持富兰格公司以

“祥符红”新品为主，延伸开发花生系列高

附加值产品，着力将“开封县花生”打造培

育成知名品牌和知名跨境电商品牌。

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品牌支撑。祥

符区对照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先后建立健全了农产品质量检测体

系，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严格按照标准

组织生产，在提升农产品品质上下功夫，

争创优质农产品品牌。

如今，陈留镇“四妮”特菜、袁坊乡“薯

你好”红薯、范村乡“嘴啦啦”花生、万隆乡

“薯香门第”紫薯等已是全省知名品牌，

“开封县花生”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保护。

祥符区把壮大农村经纪人队伍作为

撬动农村经济“金杆杆”来抓。通过培训、

召开座谈会等措施，提高了全区6000多

名专业经纪人的高“经纪”质量。仇楼镇

经纪人马明亮筹资200万元建成库容量

3000吨的冷库，瞄准国内市场做蔬菜购

销生意。他和200多户农民签了订单，收

购大蒜、胡萝卜和菜花，把这些蔬菜反季

节销售，不仅在长沙、株洲、武汉等城市的

超市中俏销，而且通过客商出口到欧洲和

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以群众增收增效为核心，祥符区坚持

以“互联网+”为平台，以绿色特色农副产

品为依托，确立了“政府扶持、搭建平台，

市场主导、整合资源，突出特色、典型引

路，社会参与、循序渐进”的“电商+产业”

发展思路，于2016年9月建成电子商务

产业园，先后改扩建了阿里巴巴集团农村

淘宝祥符区服务中心办公楼、智能化仓配

中心、O2O线上线下一体化体验中心、云

书网中转库、公司办公用房等设施，融电

商企业、网商孵化、政务服务、物流、培训、

中介服务等各种功能为一体，各项功能日

趋完善，成为开封市电商园区的示范项

目。

“之前一直发愁红薯种出来没销路，没

想到大热天不用去大市场，红薯就能卖到

全国各地，还能卖个好价钱。”范村乡杨楼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陈好学提起“网上卖红

薯”喜笑颜开。半个月前，陈好学种的沙地

红薯喜获丰收，6000多斤红薯在地头被电

商公司直接装车结算，经过分拣、包装后快

递给外地买家。按照河南省田誉利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和陈好学签订的红薯收购协

议，陈好学网销红薯每斤要比市场价高出

3分钱。今年6月份以来，该公司已网销范

村乡红薯200多万斤，对贫困户种的红薯

均以略高出市场价进行收购。

高质量的农产品也得到国外客户的

青睐。据统计，祥符区有300多种农副产

品及加工产品出口近100个国家和地区。

转型创新农业插上腾飞翅膀

绿色发展推动农业提质增效

产业升级促进三产深度融合

樱桃红了

木易牧业有限公司

丰收了

2

3

西姜寨圆拱形连栋温室蔬菜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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