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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脱贫纪：“两山理论”的老区实践

新县丰富独特的山水资源，吸引全国户外运动爱好者前来，成为国内知名体
育产业基地。图为2016年3月，全国登山健身大会在新县举行。 邱谦 摄

新县坚持走生态发展路子，引进建成了河南最大的铁皮石斛人工种植园，吸
纳1500余名贫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图为务工群众正在采摘石斛花。王玉新 摄

新县持续发展油茶产业，油茶种植面积已达26.8万亩。丰收季节，家家户户
晾晒油茶籽成为新县一景。韩家东 摄

新县坚持绿色发展，壮大健康产业，带动群众种植中药材脱贫致富。图为羚锐集团中药材种植基地芍药花开美如画。 韩家东 摄

红城新县被青山绿水映衬得愈发多彩迷人红城新县被青山绿水映衬得愈发多彩迷人 韩家东韩家东 摄摄

(上接第一版)
几年来，西河村涌现出 40多家农

家乐和农家民宿，累计接待游客150多
万人次，旅游经济收入4000多万元，带
动 1200 余名群众就业，人均年增收
6000元以上，92户 325人先后脱贫。

西河村只是新县发展乡村旅游走
上脱贫致富道路的缩影。通过实施“英
雄梦、新县梦”规划设计公益行活动，他
们先后邀请全国 500多名专家学者来
给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做规划设
计，突出“一村一特色、一镇一主题”，着
力打造“九镇十八湾”的乡村旅游品牌。

“新县发展旅游的原则是，既要保
护好乡村原生态，又要按照旅游产业发
展的要求和要素做好全面设计和规划，
坚持不挖山、不填塘、不砍树、不截断河
流、不取直道路，坚决不让村庄成为孤
零零的村庄，坚决不让村庄失去赖以生
存的根基和土壤。”新县县长夏明夫说，

“而且新县的景区一律不收门票，我们
要把整个新县打造成一个1612平方公
里的大公园，境内的山水都是天然的景
观。”

脱贫攻坚开始后，新县立足资源优
势，科学确立了“山水红城、健康新县·
大别山旅游公园”的产业定位，按照“魅
力县城、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全域景
观”的发展思路，以“红色”引领，用“绿
色”辉映，借“古色”添彩，坚持用全域旅
游的理念发展乡村旅游，把每一个乡镇
作为一个景点来构图，把每一个村庄作
为一个小品来设计，推动乡村旅游全景
化建设、全要素配置。

香山湖畔林冲村，山色青郁，树木
葱茏，总投资达 5.9亿元的大别山露营
公园就建在这里。在新县全域旅游的
框架下，露营公园坚持走红色旅游、生
态旅游、乡村旅游融合发展之路。项目
建设以来，带动周边 200 多名群众就
业，年均收入增加5000元以上……

“这里山美水美人纯朴，红色遗迹
遗存遍布城乡，古民居、古村落星罗棋
布，是人们看山亲水觅乡愁的绝佳去
处。”大别山露营公园负责人殷林说，选
择到这里投资，除了自然资源禀赋丰富
的旅游资源，还有新县高度重视和大力
发展全域旅游的决心和举措，露营公园
里的道路、路灯等基础设施都由政府配
套建设，公园初期运营遇到困难也是政
府出主意想办法。

丁李湾村是八里畈镇的贫困村，这
里风景如画，风格统一的明清徽派古建
筑群已历经700多年，但因其位于曲曲
折折的山路尽头，交通极为不便，村民
致富无路，望景兴叹。

2014 年，丁李湾被作为国家级传
统古村落正式启动保护开发，通过古屋
整修、环境整治、道路改善等一系列基
础设施建设，全村面貌焕然一新，原汁
原味的徽派水乡风采重现。

新县坚持把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

兴的助推器，积极探索旅游扶贫、旅游
富民新路子，通过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
程，32个村成为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
点村，全县成功创建许世友将军故里、
金兰山森林公园、香山湖水利风景区、
大别山露营公园等4A级景区 2个、3A
级景区8个，让西河湾、丁李湾、田铺大
湾、毛铺等 12处中国景观村落、9处中
国传统村落、29处河南省传统村落大
放异彩。

新县旅游品牌被擦亮，近三年，全
县旅游综合收入、游客接待量均保持每
年20%以上的增长。2017年全县接待
游客 468.92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23.25亿元。

旅游不仅带动了新县产业的振兴，
也带动了乡村文化和乡村精神的回归，
更吸引了一大批外出务工人员回归，成
为新乡贤，成为合作社的带头人或者理
事长，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促进乡村旅
游发展。

山上栽满“摇钱树”

新县位居深山，地跨江淮，素有“八
山一水一分田”之说。森林覆盖率达
76.7%，蓝天常在，碧水长流，被誉为

“天然氧吧”，年空气优良天数稳居省市
前列，是河南省两个国家生态县之一。

然而长期以来，新县最深的烙印却
是“穷”。受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制约，
新县一度非常落后。经过多年发展，虽
然解决了 17.78 万贫困群众的温饱问
题，但到2014年实施精准扶贫时，全县
仍 有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群 众 12308 户
41829人，贫困村 73个，贫困发生率达
14.9%。

“总书记一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我们决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吃
啊！”老区人民下定决心变青山为金山。

“一人三亩油茶可脱贫！”2018年
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羚锐集团
董事长熊维政用他质朴的豫南口音，向
全国人民介绍了老区新县的脱贫路径。

8月14日，正在山上忙着除杂的周
河乡熊湾村贫困户熊学兵，眼瞅着油茶
树上一颗颗青棕色的油茶果慢慢膨胀
起来，心里特别高兴，“今冬又是一个茶
油丰产年啊！靠着这 20亩茶园，去年
我家净收入了1.5万元，终于脱贫了！”

新县栽种油茶树历史悠久，出产的
山茶油远近闻名。

“油茶树适宜在山坡地生长，不与
粮食争地；挂果之后，年年可以采摘榨
油。”熊维政说，“发展茶油产业既保护
绿水青山，美化生态环境，又减少我国
食用油对外依存度，确保国家粮油安
全，同时还能带动更多老乡稳定脱贫致
富。”

近年来，新县持续发展油茶产业，
助力脱贫攻坚，目前全县油茶种植面积
已经发展到 26.8万亩。他们还通过品

种改良、规范化管理、低产林改造等一
系列手段，使油茶树挂果率和山茶油产
量双双增长，一棵棵油茶树成了老区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的“摇钱树”。

他们通过成立绿达山茶油公司等
龙头企业，按照“公司+油茶专业合作
社+基地+贫困户”的模式，使龙头企业
与广大贫困群众结成利益共同体，把山
茶油资源开发成了企业增效、农民增
收、有益消费者健康的绿色大产业。

在羚锐集团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下，
他们对山茶油资源进行规模化、产业
化、科技化开发，引进先进纯物理低温
冷榨生产工艺、全自动生产线、全套油
脂检验检测设备，通过高科技手段进行
精炼提纯。从原料采收、压榨、贮存、灌
装直到成品出厂，高标准、严检测，全程
管控，建成年产 5000吨的精制山茶油
生产线。把原本售价低廉的食用压榨
油，加工成营养丰富、有益健康，能够美
容养颜、促进代谢的保健油，使之走出
深山、迈出国门，每公斤卖上了 400元
的好价钱。

发展油茶产业，只是新县坚持绿色
发展、壮大健康产业的一个缩影。他们
还培育出新林玉露、绿达山茶油、久久
农业、北纬 31度等农特产品开发企业
68家，开发出山茶油、蒸青茶、葛根粉、
土布、根雕等特色旅游商品180多种。

如今，羚锐集团“二次创业”计划坚
实推进，在带动群众发展中药材种植近
5000亩，百亿膏剂一期投产的基础上，
充分挖掘优质天然林农特产资源，布
局食品、保健品领域。2017 年，羚锐
集团主营业务保持 25%以上的高速增
长，纳税达 2.65 亿元；今年 1至 6月份
纳税超 2亿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半
壁江山”。

健康产业与绿水青山和谐共融，在
老区大地激荡出发展大潮。医药制造、
农副产品加工、智能制造和文化旅游、
健康健身、休闲养生“四个一百亿”产业
集群初具规模，老区的绿水青山正源源
不断地淌金流银。

7月 3日，大别山·新县国家登山健
身步道三期工程规划评审会在新县召
开。会议明确要求，线路规划既要突出
生态环保理念，体现地方特色，又要围
绕展现线路沿途乡镇丰富的“红”“绿”

“古”资源，致力于建设一流的国家级登
山健身步道。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国家级登山健
身步道、全国首条智慧步道，大别山·新
县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围绕“千里跃进大
别山，无限风光在江淮”的主题定位，以

“一线三区五环”为骨架，依托丰富的绿
色生态、红色历史、古村落景观等资源
要素，规划设计了贯通全线、多线穿插
的500公里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同时将
智慧理念融入步道建设，实现步道全域
WiFi覆盖，形成线状、环形、网状等多
形态的大健身步道系统。

360 公里的步道一二期工程建成
后，已成功举办了全国登山健身步道联
赛（新县站）、全国百公里户外运动挑战
赛、亚洲越野大师赛（新县站）等大型赛
事活动，吸引数万名游客参赛，新县更
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2017中国体育旅
游目的地，旅游与体育等健康产业融合
发展。

如今，大别山全民健身公园项目开
始启动，大别山体育馆正在建设，新县
正依托丰富的山水资源，努力打造国内
知名体育产业基地。

多彩田园“聚宝盆”

2014 年年初，吴陈河镇阳土墩村
土生土长的岑新顺，成了乡亲们茶余饭
后最多谈论的人物。在外闯荡多年、事
业有成的他突然回乡像模像样地当起
了农民，而且要投资数千万元流转土地
几千亩办家庭农场。

“他是不是钱多得花不完啊，要往
这穷山沟里投？”“我们在这黄土地上种
了几十年，也没刨出个金娃娃，他岑新
顺就能？”……

4年多过去，岑新顺先后投资3500
余万元，流转土地近5000亩，办起了茅
屋冲家庭农场，种植有机水稻、养殖原
生态水产，搞起了休闲观光农业和有机
农产品物流配送，并与一山之隔的奇龙
岭民俗文化生态园连成一片，大别山下
的多彩田园中崛起一座独具特色的“耕
读小镇”，游客们纷至沓来，在这儿住
宿、采摘，体验农耕生活、品尝新鲜果
蔬、品味诗意田园。

在政府引导支持下，岑新顺“农
业+旅游”的方式获得了巨大的丰收。
2017年，茅屋冲家庭农场年营业额突
破1600万元，周边2个乡镇5个村的近
300户贫困户从中受益，土地产生收益
与农户五五分成。农场吸纳贫困户入
股，安排55名贫困农民稳定就业。

郑春霞是茅屋冲农场餐厅的一名
大厨，这个从前只能在家里围着锅台转
的农村妇女，如今一个月能收入三四千
元，还把儿子培养成了研究生。

新县注重将旅游业与传统农业相
结合，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开发
生态农业观光旅游，采取公司+基地+
合作社+贫困户等方式，使农户成为旅
游商户，农产品变成旅游商品。培育出
了茅屋冲、绿康源等集生态种植、休闲
观光、民俗鉴赏、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农
业园区14个，催热了乡村旅游“后备厢
经济”，有效促进了旅游与农业融合发
展，成功实现旅游业反哺农业。

8月 13日，在泗店乡余河村“多彩
田园”示范基地——铁皮石斛种植示范
区，一段段废弃的枯树根、大树桩上，培
育了近四年的铁皮石斛花开正艳。这
百姓眼里的“神仙草”，正为当地群众带
来滚滚财源。

铁皮石斛素有“中华仙草”“药中黄
金”之美称，具有独特的药用价值，全草
均可入药，尤以其茎加工成的“铁皮枫
斗”药用价值为高，益胃生津，滋阴清
热，市场潜力巨大。

然而当初泗店乡在引进这个项目
的时候，乡村两级却犯了难：因为铁皮
石斛用水要求高，刘庆华提出要把上游
别人承包未到期的水库租下来，还得把
和上游水库相连的养猪、养鸡、养鱼项
目都请出去。

乡村两级坐下来一商议，大家意见
一致：认为发展铁皮石斛产业符合走生
态发展的路子，守护好绿水青山，何愁
没有金山银山？决心已定，乡里很快抽
调成立党员攻坚小分队，多次到现场摸
情况，谈赔偿，一个星期问题全解决。

2016年，他们整合了全乡107户没
有产业的贫困户参与铁皮石斛种植项
目，每年按期分红，户均增收1500元。

据刘庆华介绍，种植基地每年可为
当地群众提供临时用工岗位5000余人
次，贫困户签约岗位20个，枫斗加工女
工岗位 20个，还主动配合泗店乡政府
开办技术培训班，传授铁皮石斛种植和
枫斗加工技术，发挥铁皮石斛产业劳动
力密集型和大部分为手工活的特性，吸
收了当地大批贫困户和妇女、中老年等
闲置劳动力就业。

在种植基地，60多岁的村民徐其
风正在管理石斛，她乐呵呵地说：“我在
这已经工作三年多了，每天能挣 70元
钱，活不重，很多人一起在这干，大家可
开心了。”

据介绍，如今新县已经建成了像铁
皮石斛园这样的“多彩田园”产业扶贫
示范基地189个，实现贫困村和易地搬
迁集中安置点全覆盖，带动 3.6万名贫
困群众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他们还
整合乡村闲置资产，将 48个扶贫车间
建在田间村头，吸纳 1500余名贫困群
众就近就地就业，实现“挣钱顾家两不
误”。

多彩田园铺锦绣，乡村振兴写新
篇。新县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根本之
策，投入 7286万元实施到户增收全覆
盖，推广“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贫
困户”的产业发展模式，重点发展中草
药、有机稻米、特色果蔬、苗木花卉等生
态农业，使全县75%的贫困人口与130
家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
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稳定获得就业薪
金、入股股金、资产租金收入，每户年均
增收3000元以上。

清晨，登临将军山，绿水青山环绕
的新县城尽收眼底，条条由此通往山外
精彩世界的宽阔马路在初阳映衬下闪
着金光。

山水依旧，新县人却旧貌换新颜。
如今，退出贫困县的新县，综合贫困发
生率仅为1.36%。

“‘两山理论’的精髓，实际上就是
把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设法建立起
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和谐共生的良性循
环。”回首新县脱贫路，吕旅感慨万千：

“老区人民在‘两山理论’的生动实践中
实现脱贫摘帽，更会在将来的发展道路
上实现全面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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