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顶山市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全域实施生态循环农业
现代生态循环农业主要做法

聚焦规划引领，强化项目支撑。先后

编制了《平顶山市全域现代生态循环农业

发展规划》《平顶山市国家农业可持续发

展试验示范区建设规划》《平顶山市农业

绿色发展先行先试工作方案》和《平顶山

市高效种养业和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行

动方案》等规划、方案，为全市农业循环发

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指引。

在农业绿色发展方面，以优化农业主体功

能与空间布局、保护与节约利用农业资

源、保护与治理产地环境、养护修复农业

生态系统、推行农业绿色生活方式为重

点，规划了35个支撑项目，总投资167.09

亿元。在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以实现

“农业产业、资源环境、农村社会”可持续

发展为重点，规划了50个重点项目，总投

资618亿元。

聚焦循环发展，盘活农业存量。平顶

山市以农业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为重点，推进了24个县级现代生

态循环农业试验区建设，总结推广了“种

养结合、就近利用”“就地还田、直接利用”

“协议消纳、异地利用”等6种农业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模式。全市已发展循环农业

企业201家，建成年处理能力达30万头

的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厂和覆盖全市的

收集体系，建成了总产能达50万吨的9条

有机肥生产线。

聚焦绿色发展，提升质量效益。全

市启动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创建、全域

富硒农业发展、“4×2”农业绿色行动（减

施农药、化肥，节约用水、用种，回收废旧

农膜、农药包装物，有机肥替代化肥、生

物防治替代化学防治）等计划，实施了绿

色种植、生态养殖、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培

育、名优品牌创建、健康食品产业园建设

等重点行动。建成有机肥替代化肥示范

点10个、绿色防控与专业化统防统治融

合示范区6个，“三品一标”农产品达到

137个，“鹰城名优”品牌产品达到29个，

培育了天晶、金晶、瑞沣等在科技研发、

产品质量方面全国领先的大豆精深加工

企业。

聚焦环境改善，推进生态建设。实施

了人居环境改善三年行动计划，大力开展

“千村整治、百村示范”活动，农村生活垃

圾处理率达75%，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覆盖639个行政村，2019年户改厕新完

成14.15万户；实施了100个休闲农业发

展计划，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全市已发展

休闲农业经营主体643个，建成休闲农业

园区40多个、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8个；

实施了以“山区森林化、平原林网化、城市

园林化、乡村林果化、廊道林荫化、庭院花

园化”为重点的森林平顶山建设行动，森

林覆盖率超过33%。

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创新模式

创新“百亩千头生态方”种养结合循

环发展模式。全国首创了“百亩千头生

态方”全循环利用发展模式，该模式“可

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种养综合效益

是纯种植的10倍以上，具有3大特点：

一是可以实现种养平衡循环发展。按

照生猪粪便排泄量与土地消纳能力相匹

配的原则，以100~200亩耕地为一个单

元，建设一个占地约3亩、每批出栏1000

头生猪的养殖生产线（年出栏两批计

2000头），育肥猪粪便经无害化处理后

就地消纳，实现种养平衡、循环发展。二

是有利于轮作休耕培肥地力。每年在

100亩耕地中拿出20亩用于休耕，集中

消纳养殖粪便，实现一生产季浇灌休

耕、一生产季播种收获，土壤有机质含

量明显提升，经过2~3年的土壤改良，

地力水平可提升1~2个等级，有效提高

了耕地地力；三是便于带动贫困户增

收。利用财政资金在贫困村建设“百亩

千头生态方”，实行第三方租赁经营，租

金30%归村集体收入，70%帮扶贫困户，

被誉为“竖在田间地头的扶贫车间”。目

前，全市已发展344个，带动贫困户7231

户，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

创新龙头企业带动多要素融合发展

集体经济模式。在培育壮大村集体经济

过程中，探索形成了“政府+龙头企业联

合体+种养结合模块（猪、牛、羊等）+金融

（保险）+担保+村集体经济组织”全要素

配置发展模式，具有3大特点：以“百亩千

头生态方”（生猪）种养结合模块为列，一

是投资主体多元化。每个模块总投资60

万元，其中，政府建立引导基金直接补贴

25万元，村集体经济组织贷款、自筹35万

元。二是参与主体权责明晰。政府明确

种养结合规模，落实养殖用地，成立市场

化平台公司；市场化平台公司统一对外进

行洽谈、招商，引进龙头企业和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提供融资、担保服务；保险公司

提供价格指数保险、养殖保险等保险服

务。三是利益联结机制密切。平台公司

与龙头企业形成龙头企业联合体，利益共

享、风险共担，租赁经营种养结合模块，每

年向村集体交付租金10万元以上，5年内

还清村集体贷款，5年后圈舍产权归村集

体所有，村民享有股权、参与分红。该模

式政府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充分发挥，龙头

企业实现了轻资产运作下的规模快速扩

张，保险公司扩展了保险品种和规模，村

集体经济基础得到壮大，调动了各参与主

体的积极性、主动性，提升了多要素资源

配置效率，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增添了新

动能。

创新目标市场引领发展模式。坚持

“用品牌开拓市场、用市场引导发展、用合

作扩大规模、用规模占领市场”的原则，探

索创新了“目标市场+（龙头企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目标市场引领发展模

式。该模式以利益联结机制为纽带，以

“龙头企业+合作社”为核心，外联目标市

场，内接基地和农户，实现了农业产业发

展“点”“线”“面”的有机结合，显著提升了

农业产业利用新科技、聚集新要素、抵御

市场风险、扩大市场份额的能力。以市

现代农牧合作总社为例，形成了“饲料粮

种植—母猪、仔猪、育肥猪养殖（贷款、保

险、担保）—防疫—屠宰加工—销售”全

程可控的生猪全产业链条，已发展社员

200多家，辐射带动周边5个省辖市，年

产优质生猪200万头，主供上海目标市

场。

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成效

平顶山先后被定为第一批国家农业

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暨农业绿色发展

试点先行区（全省唯一）、上海市优质农

产品供应外延（平顶山）保障基地、河南

省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试验区、河南省生

态畜牧业示范市；平顶山农业绿色发展

模式入选全国首本农业绿色发展绿皮书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18》地方

篇十大范例；央视新闻、新华社、科技日

报、农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对平顶山循环

农业创新做法累计进行50余次深度报

道。

产地环境明显改善。农业面源污

染得到有效治理，化肥、农药施用总量

分别降低2.5%、6.5%，畜禽粪污综合处

理率达到84.7%，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3%，废旧农膜回收处理率达到84%，

省控地表水责任目标断面累计达标率

93.8%，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通过以种定

养、以养促种，实现了种植业、养殖业的

结构优化。近三年全市调减籽粒玉米45

万亩，发展优质专用小麦27.5万亩、优质

大豆31.2万亩、优质花生40.7万亩，畜牧

业产值占农牧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39.4%。

农产品品质显著提升。全市发展粮

食烘干设施121台套，烘干能力达玉米总

产量的50%，有效解决了玉米黄曲霉素超

标问题。全市粮食质量全部达到二级以

上，位居全省前列，绿色、有机及地理标志

农产品年增长率超过10%。

农民收入持续增加。生态小麦收购

价每公斤高出市场价0.2元，供沪生猪每

公斤高出市场价0.6元，“郏县红牛”每公

斤高出市场价2元，有效提高了农民收入

水平。2014年~2018年，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平均增幅9%以上，高于城镇居民

人居可支配收入增幅。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

平顶山市国土面积7882平方公里，

总人口550万人，地形地貌多样，是一个

资源型工业城市，也是一个发展潜力巨大

的农业城市。近年来，我们坚决贯彻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生态文

明观为引领，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大力实施“循环农业+品牌农业+协

同农业”发展战略，坚持用生态促发展、用

高效换空间、用绿色发展促农业转型升

级，走出了一条生态、安全、绿色、高效的

农业发展新路子。先后被定为河南省现

代生态循环农业试验区、河南省生态循环

畜牧业示范市、上海市优质农产品供应外

延（平顶山）保障基地、国家农业可持续试

验示范区（农业绿色发展试点先行区）。

取得了农业投资年均增长30%，农业效

益新增 10%，绿色、有机农产品增长

11%，农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1.4

个百分点，森林覆盖率（35%）高于全国

12个百分点、全省9个百分点的好效果。

平顶山市农业绿色发展模式入选全国第

一本农业绿色发展绿皮书—《中国农业绿

色发展报告2018》地方篇十大范例。我

们的主要做法是：

坚持六个聚焦
聚焦政策保障，完善体制机制

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的国家农业可

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下发

了《全面推进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示范区

创建工作的实施意见》《平顶山市农业绿

色发展先行先试工作方案》《关于建设平

顶山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试验区的意见》等

50多个文件，建立了考核评价机制，媒体

发布了农业绿色发展全民行动倡议书，开

通了微信公众平台，制定了每年培训800

人次的常态化培训计划，2018年5月在

农业农村部党校举办了专题研讨班。

聚焦规划引领，强化项目支撑

市委、市政府先后编制了《平顶山全

域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规划》《平顶山

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建设规

划》，制定了《平顶山国家农业绿色发展试

点先行区建设方案》《平顶山市高效种养

业 和 绿 色 食 品 业 转 型 升 级 行 动 方

案》，“四水同治”“森林平顶山”“农村人

居改善”等规划方案。共规划了119个支

撑项目，为全市农业绿色发展、高质量发

展描绘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发展路径，提

供了工作遵循。在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方

面，以推进农牧结合循环发展及农业废弃

物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为重点，规

划了34个重点项目、总投资150亿元。

在绿色农业发展方面，以优化农业主体功

能与空间布局、保护与节约利用农业资

源、保护与治理产地环境、养护修复农业

生态系统、推行农业绿色生活方式为重

点，规划了35个支撑项目与制度体系建

设、总投资167.09亿元。在农业可持续

发展方面，以实现“农业产业、资源环境、

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为重点，规划了50

个重点项目、总投资618亿元。

聚焦循环发展，盘活农业存量

按照“以种定养、以养促种、种养配

套、循环发展”的原则，以资源环境承载力

为前提，全域实施循环农业发展行动。强

力推动覆盖全市80%耕地、76%乡镇的

24个县级重点循环农业试验区建设。先

后投资40多亿元，发展循环农业企业

201家，建成了覆盖全市的病死畜禽收集

处理体系和30万头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

厂，建成有机肥生产线9条、总产能50万

吨，建成大中型沼气工程125个。

聚焦绿色发展，提高质量效益

在全市启动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创

建、全域绿色食品城建设、（重点是以绿色

农产品生产、绿色加工（健康食品）、绿色

消费、现代物流、追溯管理等为重点，推进

绿色食品城建设）“4×2”农业绿色行动

（减施农药、化肥，节约用水、用种，回收废

旧农膜、农药包装物，有机肥替代化肥、生

物防治替代化学防治）、全域富硒农业、百

亿级大豆全产业集群开发、全域农业净土

行动等计划，制定实施了绿色种植

“7100”、生态养殖“232541”、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培育“8+10”、秸秆规模化循环利

用工厂化生产模式推广、10平方公里健

康食品产业园、田园综合体“一县一园

区”、100个农业品牌创建等行动。化肥、

农药比2015年分别减施10%、13.8%，调

减籽粒玉米45万亩，发展生态粮47万

亩、饲料粮70万亩，发展粮食烘干设施

121台套，烘干能力达玉米产量的50%。

聚焦创新驱动，厚植发展活力

目前，我国农业面临着五大问题（质

量安全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效益不高

问题、碎片化问题、保障要素服务滞后问

题），为解决农业这些问题，我们着重在农

业生产、加工、服务的特色化、规模化、品

牌化、合作化、产业化、生态化、市场化等

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

在理论创新上，提出了从源头做农

业、从生态做农业、从安全做农业、从健康

做农业，以及用生态促发展、用高效换空

间、用绿色发展促农业转型升级等一系列

新理念；提出了“以畜牧业为龙头，发展农

牧结合、现代生态循环农业”的新思路；提

出了“循环农业+品牌农业+协同农业”的

新战略；提出了“全绿色理念、全区域规

划、全循环发展、全创新驱动、全产业开

发、全社会参与”的新方针；确立了全域打

造农业“安全高地、生态高地、品质高地、

价值高地”的新目标。

在实践创新上，全国首创了可复制、

可推广、可持续的“百亩千头生态方”种

养结合循环发展模式，全市已发展344

个；创新推广了“农牧结合、就近利用”

“林牧结合、自然利用”“协议消纳、异地

利用”“无害处理、集中利用”“加工制肥、

分散利用”“就地还田、直接利用”等6种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模

式；创新了“目标市场+（龙头企业×合

作社）+基地+农户”全产业链发展新模

式，近三年供沪农产品销售额累计50多

亿元；创新了“政府+金融（保险）+合作

社”新型支农发展模式，融资平台授信能

力达37亿元，累计发放贷款10.6亿元；

创新了以“农牧结合+土壤改良+立体种

植+休耕轮作”为特色的水土资源高效

利用模式；创新协同发展模式，建成了循

环农业研究院、健康食品协同创新中心

等科研机构。

聚焦环境改善，推进生态建设

我们把人居改善作为市委、市政府重

点工作来抓，作为乡村振兴的第一仗来

打，作为当前及未来中心工作进行部署，

一是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建设森林平

顶山，连续三年绿化面积30万亩，廊道建

设2000平方公里，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35%，山区达89%。二是实施了水资源、

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四水同治”行动，

省控地表水出境断面达标率93.8%。三

是实施了人居环境改善三年行动计划，广

泛开展“红装志愿者行动”，生活垃圾处理

基本实现全覆盖，生活污水处理覆盖964

个行政村，处理率达到31%，户改厕完成

18.9万户。

推动农业三个变革

积极推动农业实现质量变革。以打

造全国知名绿色食品城市名片为目标，

全域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创建活动，

全面推进农业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体系建设，强力推进“四优四化”（发

展优质小麦、优质花生、优质草畜、优质

果蔬供给；实现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

化、生产标准化、发展产业化），不断优化

农业产业和农业产品结构，大力推进农

业基础能力建设。全市调减籽粒玉米

40多万亩，建设生态农田47万亩，发展

饲料粮 70万亩，发展烘干设施 121台

套，烘干能力达玉米产量的50%，粮食收

储质量连续三年位居全省前列，培育“鹰

城名优”和“三品一标”农业品牌201个，

畜牧业产值占农牧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45%。

积极推动农业实现效率变革。坚持

从发展优特产品增效益、从优化产业结

构增效益、从减少投入增效益、从提高科

技含量增效益、从延伸产业链条增效益、

从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增效益、从建设良

好生态环境增效益。如平顶山市供应上

海的“无抗生素、无激素、无重金属”生猪

每公斤高出市场收购价0.6元，供应上海

烟厂的烤烟高出市场价30%，平顶山市

生产的生态小麦每公斤高出市场价0.2

元，全国韭菜种植60%~70%的种子来

自平顶山，平顶山市培育的以天晶、金

晶、瑞沣、味他为引领的大豆高科技精深

加工产业群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

一流水平。

积极推进农业实现动力变革。深入

推进农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和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平顶山市叶县农村实

行“十权同确”成为全国试点。大力发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市已达到 5798

个。通过流转、托管、合作等形式推进农

业规模经营，全市规模经营达103万亩、

占耕地总面积27%。积极探索创新农业

盈利发展、农村产业兴旺模式，与中民投

合作在乡村建设可容纳9个业态的中民

广场，启动了中民投全国第一批乡村振兴

示范项目。

2014年以来，平顶山市委、市政府以生态文明观
为指引，以绿色发展理念为主题，以资源环境承载力
为基准，确立了“发展农牧结合、现代生态循环农业”
的新思路和“循环农业+品牌农业+协同农业”的新战
略，按照“全绿色理念、全市域规划、全循环发展、全创
新驱动、全产业开发、全社会参与”的主旨，全面推动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高质量转型升级，
连续4年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30%以上，率
先在全省走出了一条安全、生态、绿色、高效的农业发
展新路子。

平顶山市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农业绿色发展试点先行区）建设情况

高效农业

无人机喷洒农药

机械化作业

出彩中原出彩中原 欢庆丰收欢庆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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