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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子洲县按照“扩规模、提
品质、强品牌、提效益”发展思路，结
合乡村振兴发展规划，因地制宜，稳
步扩大黄芪、黄芩两大优势中药材规
模，大力推广规范化、标准化管理，不
断提高中药材品质。同时，通过示范
带动和典型引路，逐步形成了以生态
环境为基础，种植、加工和营销为依
托，农民增收为目标的中药材产业开
发体系。

为进一步加快子洲县黄芪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该县结合县情实际，相继
出台《子洲县中药材种植扶持办法》《子
洲县产业脱贫规划》以及产业精准扶贫

“工具包”等一系列惠民举措，形成农户
与企业合作、企业带动产业、产业带动
农业、农业带动农村的产业发展格局，
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和科技人才队
伍建设，深入推进中药材种植、深加工
项目建设，真正使中药材产业成为壮大
子洲县域经济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
支柱产业。

本报通讯员杨崎筠摄影报道
8月5日，绥德县三平安养鸡专业合
作社工作人员在养鸡场内收鸡蛋。

今年，绥德县以转变畜牧业发
展方式为主线，着力构建和完善动
物疫病防控、饲草饲料生产、现代
畜牧产业、畜产品质量安全、良种
繁育等“五大体系”，全面提升畜牧
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畜产品安全水
平，各项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
势，上半年全县羊子饲养量30.4万
只，生猪饲养量12.75万头，蛋鸡饲
养量90.52万只。肉、蛋、奶产量分
别达到 5128吨、3330吨和 3523
吨，同比分别增长 4.1%、3.5%、
2.6%，实现畜牧业产值2亿元。

今年61岁的燕世平是中鸡镇超害
石犁村村民，出身贫寒又际遇不佳，但
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幸福的追逐，终
于用勤劳、乐观与执着迎来了人生幸
福的曙光。

靠着勤劳，燕世平原本可以过上
小康生活。可是生活并不如他所愿。
十几年前，妻子患上类风湿性关节炎，
不仅需要长期治疗还不能干重活，家
里的主力只剩下他一个，无奈，他只能
守着妻子，在自家几亩地里刨生活。
日子久了，又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生活
过得十分艰难。2014年，他家被识别
为贫困户。

3年来，受益于扶贫政策，燕世平家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妻子申请了慢

保，解决了看病缺钱的后顾之忧；房屋
得到了修葺，变得窗明几净、宽敞亮堂；
羊舍建起来，购买了羊子；燕世平参加
了技术培训，学到了科学养殖技术。

学到了技术，又免除了后顾之忧，
燕世平干劲十足，辛勤付出终有了收
获：他家羊子存栏由过去的30多只扩
大到如今的60多只，收入也从最初的
2000多元增长到去年的9000多元。
今年仅卖了一只肉羊，皮毛肉收入就
有2600多元，到了年底，如果卖十几
只，估计有3万块钱的收入。

燕世平感慨地说：“别人给的饭再
多再好，也要自己去吃，政府再怎么
帮、怎么扶，关键还要靠自己，两劲并
一劲，何愁过不上好日子。”

面对贫困，怎样脱贫？如何致
富？是摆在每个贫困户面前的一道命
题。是等靠要，还是放开手脚寻找致
富门路，自食其力？吴堡县寇家塬镇
红湾村寨山村民小组的王军章做出了
生动的回答：他不等不靠，凭养牛走上
了致富路。

今年57岁的王军章，一个本本分
分、有头脑的农民，在精准脱贫中他发挥
优势，扬长避短。闲暇时他看着黄土高
坡退耕还林后那一山一山的草，便思谋
着办一个养牛场。说干就干，2016年在
村、镇领导的支持下，他从农商银行贷到
50多万元无息款，开始了办场之路。

事情往往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征地、平整场地、购买铡草机、牲畜
防疫等一个个难题摆在面前。正在王
军章为难犹豫之时，驻村第一书记郭青
玉与工作队员们来到他家给他做工

作。郭青玉说：“如何带领群众脱贫致
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我们的宣传鼓舞下，王军章坚定信
心，搞起了养牛业。”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一个占地5亩
的养牛场终于建起来了，军章养殖专业
合作社的牌子也挂起来了，从山东购回
的40多头牛也入圈了。场子建起了，
王军章父子俩整天忙得不亦乐乎，他俩
念牛经，发牛财，起早贪黑地精心喂养
着牛。从铡草、上料、饮水都一丝不苟。

辛勤的劳动总会有所回报。他的
养牛场一年产牛犊20多个，收入达10
多万元。富裕后的王军章说：“一人富
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算富。”他为了让
广大贫困户尽快脱贫，军章养殖专业合
作社制定了规章制度，村里9户贫困户
搭载他的合作社，每年可分红700元，
逐步引领他们走上致富之路。

振兴乡村，农民不能“叉手看”
刘慧

在当前乡村振兴的热潮中，一些地方出现的“干部
干、群众看”现象值得关注。部分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
中大包大揽，干劲十足，而真正的主角农民却摆出一副
与己无关的观望甚至看热闹的态度，把乡村振兴看作
是政府的事，坐等政府来修水、修路、搞建设。

部分农民产生这样的观望情绪，一方面原因是，多
年来形成了过分依赖政府的思想观念，自立自强意识
差，什么事都要找政府，认为政府拿钱理所应当。另一
个主要原因是，农民被有些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折
腾怕了。以往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为了个人或者小团
体的目的和利益，不顾群众需要和当地实际，不惜利用
手中权力搞出了一些劳民伤财、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
形象工程，伤透了农民的心。

乡村振兴，一定要防止农民沦为旁观者。各级政
府要想方设法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引
导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

首先，要规范政府的行为，坚持依法行政，让农民
摆脱过去过分依赖政府的思想观念。政府要改变过去
大包大揽、“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工作方式，把工作重点
放在规划建设上，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创造条件让农民
参与乡村振兴，根据自己需求、喜好建房子，发展产业，
从而促进农村新型经济的建立和农民思想观念的更
新。同时，各级政府要持续加大对乡村振兴的投入力
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增强农民振
兴乡村的信心。

其次，引导农民转变因循守旧的思想观念，建立与
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理念。产业发展是实现乡村振
兴的关键，依靠传统农业很难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调整
种植结构又面临着资金短缺、产品卖不出去等风险，一
旦失败，一年的收入就泡汤了，一些农户不愿意冒这个
风险。一些地方通过建立“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基地+农民”的现代经营模式，“做给农民看，带着
农民干，帮着农民赚”，逐步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参
与到乡村振兴中来。

再次，完善激励机制，树立脱贫致富的典型，形成
良好的乡村创业氛围。在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采取
行政手段强迫农民参与，容易引发农民的逆反情绪。
一些地方探索建设“树典型、学先进”的激励机制，对一
些脱贫致富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给予荣誉和物质奖励，
形成你追我赶的良好创业氛围。

最后，逐步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教育
培训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活水。要补
齐人才短板，完全靠引进人才是不现实的，必须利用和整
合现有的教育资源，对农民进行循序渐进式的教育，让他
们成为支撑乡村振兴的主体。现在，一些地方建立专门
的农民培训学校，着力培养一批适应新时代、掌握新技能
的乡村振兴职业农民，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支撑。

扬州乳企与佳县刘家山

签订苜蓿草采购意向书
本报通讯员康亮亮 牛超报道 近日，扬州市扬大

康源乳业有限公司和润扬乳业有限公司经实地考察后，
与佳县刘家山行政服务中心签订了苜蓿草采购意向书。

据悉，双方就奶牛项目选址、环保要求、人工成本、
运输和储存条件等问题作了深入交流。此次苜蓿草采
购主要通过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牵头收购农户和贫困户
饲料草，加工后送到指定企业销售，能够有效带动贫困
户增收致富。

榆阳农商行

向孟家湾村农户集中授信
本报通讯员张利平 王丹丹报道 近日，榆阳农

商行向榆阳区孟家湾乡孟家湾村农户集中授信，合计
授信金额达382万元，拉开了榆阳农商行全面推进整
村授信工作的序幕。

当前农民创业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资金不
足，许多有创业愿望的农民苦于没有资金作后盾，不能
将好的创业思路和好的创业计划项目有效转化为创业
实践、创业成果。基于此，榆阳农商行积极响应区委、
区政府号召，以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为载体，着力解决农
民创业过程中的资金瓶颈问题。

榆阳农商行行长曹宏东表示，该行将以此次授信
仪式为契机，继续大力推进信用工程建设工作，逐步打
造“信用村”乃至“信用镇”，在全区317个行政村全面
开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加大贷款资金投放，加大优势
产业扶持力度，从根本上解决农户资金难问题，争做金
融助推精准扶贫主力军。

榆林市永乐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给贫困户送生活用品
本报记者吕晶报道 近日，榆林市永乐煤矿有限

责任公司给榆林市榆阳区余兴庄村18户贫困家庭送
去生活所需物资，每户贫困家庭都领到了电磁炉1台，
大米、白面各1袋，白糖10斤，总计价值近万元。

该公司办公室主任张永平表示，扶贫不仅仅是政
府的事，作为民营企业，也应当担起这份社会责任，该
公司将在地方脱贫攻坚战中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成
为精准扶贫的实践者和社会风尚的引领者，为精准扶
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报通讯员 高特

子洲黄芪：产业升级“吐新芽”
仲夏，袅袅夏风拂过山峦，在子洲县驼

耳巷乡的梁峁坡洼上，碧波般的芪田绽放新
绿，辛勤的芪农正用心经营着脚下的这片
“绿色宝藏”。目前，该县年产黄芪达8000
余吨，产值7.2亿元，可带动4000多户贫困
户和16500多户非贫困户脱贫致富。

绥德县

畜牧产业构建
五大体系

贫困户燕世平迎来幸福曙光
本报通讯员马雪琴 王志芳

王军章的养牛致富路
本报通讯员 宋增战

2008年，子洲黄芪成功申报为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国家六大中药
材基地中唯一符合出口标准的产品。
2017年，该县启动总投资70亿元的黄
芪产业融合项目，通过“一二三产融合、
产学研融合”进一步提升黄芪产业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和拉动县域经济发展的
能力。今年5月11日，该县与陕煤集
团榆林合力产业扶贫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了黄芪保健品生产加工项目合
同，总投资2.2亿元。5月14日，在陕
西省中药协会组织开展的评选活动中，
子洲黄芪和子洲县天赐中药材有限责
任公司双双入选“陕西十大秦药”和“陕
西黄芪种植模范基地”。子洲黄芪药食
同源即将获批，推动中药材加工企业技
改升级，向精、深、细方向发展。同时，
该县每年都会邀请国内知名专家相聚
子洲，为该县黄芪产业发展“问诊把脉、
对症开方”。

随着子洲黄芪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国
内外黄芪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研发、推
广、营销企业不断兴起。目前，该县共有
天赐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鼎盛中药材
有限责任公司、富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3
户龙头加工收购企业和18家中药材种
植专业合作社，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
其中子洲天赐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主打
黄芪茶、黄芪饮片、黄芪饮料等三个系列
产品，产品远销东南亚、日本、韩国、港澳
等地，年产值达到2.2亿元。

该县黄芪原材料主要销往河北安
国、陕西和广东的药材市场，并与广州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天津新内天制药
公司、靖边康源制药有限公司签订了长
期的供货合同，高等级的黄芪条出口至
香港、台湾及东南亚。黄芩及其他中药
材主要通过企业收购，企业与农户签订
了种植合同，以最低保护价回收农户产
品，农民稳定增收有保障。

子洲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
区腹地，地跨中温带、暖温带之间的
亚干旱区，日照充分，光源丰富，昼夜
温差大，土层深厚疏松且有机质含量
高，独特的生态条件为黄芪等中药材
生长和有效成分的积累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子洲广大
农民群众积累了丰富的中药材种植经
验，总结出了黄芪、黄芩等药材最佳播
种时间、土壤条件、幼苗管护等一系列
经验，为子洲黄芪产业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截至2017年底，子洲县种植各类
中药材20余万亩，其中黄芪15万亩，

其他中药材5万亩。年均中药材采收
面积4万亩，产量2.3万吨，其中黄芪
1.2万吨、黄芩9000吨，主要分布于该
县苗家坪、驼耳巷、三川口等乡镇。此
外，该县还集中打造连片的种植基地，
目前已建成包括三川口镇常亮山千亩
黄芪种植基地等的示范园3个，仅富发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带动贫困户 502
户。在持续扩大种植规模的同时，该县
不断加大科技种植管理，有效减少了杂
草和病虫害的危害，极大地提高了黄芪
的产量。为进一步推进黄芪产业化、标
准化发展，该县还落地建成3个国家中
药材流通追溯体系黄芪监测站，并成立
了专家工作站。

1 顶层设计 多措并举助发展

厚积薄发 立足优势兴产业

前景广阔 市场规模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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