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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小米虽小，却蕴藏厚重的历史与
文化。

2020 年 1月 6日，以旱地种植小
米为特色的辽宁阜蒙旱作农业系统
获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0
年 12月 17日，“阜新小米”获批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一年之内两获“国字号”殊荣，阜
新小米迎来科技化、规模化、绿色化、
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新阶段。

阜新小米申遗主要推动者、省农
业农村厅派驻化石戈镇第一副书记
刘廷喜说：“阜新小米的历史可追溯
到距今 8000 年前的阜新查海遗址。
在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上，检测出
原始谷物成分。商周时期的灌溉水
渠遗址、辽金元时期运粮城和学田碑
遗迹、清乾隆年间成为贡米的文字记
载等，力证谷物栽培在阜新大地传承
有序，农耕文化绵延至今，堪称‘中华
第一粟’。”

尤为珍贵的是，阜新地区有红苗
子、齐头白、叉子红等50余种传统谷
物品种，不少已是孤品，是不可多得
的种子基因库。

作为遗产地核心区，化石戈镇小
米种植面积达 2000 公顷，占全县的
1/8。在化石戈谷子种植合作社，“用
心做小米”成为立社之本，种植传统
谷子品种，坚守“分缴耕作、隔沟灌
溉”的传统耕作方式，用人工拔草替
代除草剂，用有机肥和农家肥替代化
肥，用生物杀虫灯替代农药。如今，
11 家企业组成杂粮产业联盟，恪守
传统、统一标准，坚持绿色生产方式，
共同打造阜新小米与众不同的特殊
风味。

绿色、有机化步伐不断加快。全
市累计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

测2万样次以上，获得“二品一标”认
证产品总数达 64 个，其中绿色食品
60个、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4个。获
得绿色食品认证的企业 19 户，基地
种植面积超过30万公顷。

在广大乡村，绿色生产渐成燎
原之势。在虎掌沟村，四成耕地种的
是绿色食品，小米、高粱米等8个品种
获得绿色和有机农产品认证。发掘当
地古迹资源，注册的“佑安古镇”品牌
产品线上线下发力，销售区域一路南
下跨过了长江。端起“绿饭碗”的虎掌
沟，数年间从贫困村变成了富裕村。

在各大工厂，绿色制造方兴未
艾。2020年，阜新伊利乳品有限责任
公司获评阜新首家“国家级”绿色工
厂。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基础设施、管
理体系、产品环境、生产标准等绿色制
造体系建设方面下足功夫，讲好产品故
事，让绿色成为价值链的鲜明底色。

在城乡各地，品牌建设大放异
彩。阜新有 23 个省级以上名牌产
品、3 个中国驰名商标。2020 年，阜
新与首农集团、浙江中小企业家协
会、深圳烘焙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在深圳成功举办第二届阜新优质
农产品推介发布会，承办全省农产品
加工现场会。一系列高端的品牌推
广活动，为阜新农产品插上了腾飞的
翅膀。

“有酒有肉，有奶有油，有布有
革”，这是对阜新农产品加工业的形
象比喻。如今，在质量、品牌、信誉、
文化和绿色的加持下，阜新农业不断
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目前，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规模以上企业达
54户，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30%
以上，成为全市最大的支柱产业，呈
现出集群化发展的良好态势。

坚持绿色生产让阜新小米与众不同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报道 去
年年底，阜新市“十四五”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新鲜出炉，
从城市功能定位和发展空间布局入
手，从发展思路、主攻方向和实践路
径三个层面，强力推动阜新由农业
大市向农业强市转变。

阜新市确立了“五城两市三基
地”的城市功能定位，“三基地”之一
为绿色食品基地。重点依托鲁花、
小东北等企业，大力发展以花生、杂
粮杂豆和果蔬为原料的功能食品、
休闲食品、健康饮品，带动发展食品
配料及包装等配套产业，促进食品、
酿酒和油料等产业扩张升级。以正
大生猪、双汇肉鸡等全链条项目为
牵引，利用伊利、新希望六和等强大
的生产能力，突出草食畜牧深加工，
推动畜禽加工向产品结构多元化、
品种档次高端化发展，补齐补强肉

制品、乳制品产业链。
“十四五”期间，阜新市确立“一

核一轴两区两带”发展空间布局，推
进以绿色健康为导向的农业“两区”
建设。“两区”指的是东部粮食果蔬区
和西部杂粮畜牧区。东部地区地势
低缓，水资源丰富，适宜种植玉米、高
粱等粮食作物和花生、蔬菜、水果等
经济作物。西部地区属于典型的农
牧交错区，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水
资源十分匮乏，适宜种植豆类、小米
等杂粮作物，发展草食畜牧养殖。

未来，阜新将围绕做大做强辽
西农产品批发市场，积极推进农村
电商公共服务和仓储配送体系建
设，打造城乡三级冷链物流体系。
抓好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平台经济、
共享经济，建设电商运营中心，推动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彰武县国家级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设。

绿色农业“两区”建设加速推进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报道 彰
武县阿尔乡镇北甸子村位于辽宁、内
蒙古自治区交界，深入科尔沁沙地腹
地，曾经是个风沙堵门、不适合人类
居住的地方。得益于“千村美丽、万
村整洁”行动，北甸子村旧貌换新颜，
成为八百里瀚海上的“绿明珠”。

记者看到，村子内外 8 万余棵
高大乔木、3万平方米灌木花草，既
阻挡了风沙侵袭，又让北甸子成为
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的美丽乡村。
全村每家每户 2 个垃圾桶，每 10 户
一座垃圾池，保洁员全天候上岗，村
里村外干干净净。

去年，阜新市自我加压，基本实
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行政村全覆盖
和处置体系全覆盖。相继启动阜新
镇、佛寺镇、阿尔乡镇、冯家镇、东六
镇等7个垃圾转运站建设。在补齐
处置设施短板的同时，积极推进垃圾
分类，从源头上减少垃圾产生量，减
轻了收集、转运和处理的压力。阜新
市住建局印发宣传海报，张贴在每一

个垃圾箱旁边；全面推广彰武县章古
台镇“五句诀”分类经验，“厨房垃圾
发酵，可用垃圾卖掉，建筑垃圾垫道，
药器瓶村上要，畜禽粪好肥料”，“五
句诀”朗朗上口，很快就在村民当中
普及开来。截至目前，全市各乡镇有
垃圾填埋场9个、填埋点15个、中转
站2个、简易填埋点50个；有保洁员
3228名、运输车837辆，农村生活垃
圾收集、处理设施建设日臻完善，垃
圾清扫、转运更加及时高效。

“十四五”时期，阜新将深入实
施乡村建设行动，科学推进乡村规
划建设，突出抓好农村改厕、污水治
理、垃圾处理、村容村貌提升等专项
行动，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坚持以
城带乡、以工补农，推动城市道路、
公共交通、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向
农村延伸，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
服务向农村覆盖。实施山水林田湖
草沙综合治理，打造辽西北生态安
全屏障市，阻止科尔沁沙地南侵，保
护沈阳都市圈生态安全。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基本实现“双覆盖”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报道 外
面冰天雪地，大棚里温暖如春，1.5
万棵樱桃树的叶子油绿油绿的，长
势十分喜人。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
寺镇查干哈达村党支部书记白长江
乐呵呵地说：“今年就到盛果期了，
到时候绿叶配红樱桃，更好看。”

查干哈达村是个蒙古族聚居村
落，山坡地多，这几年连续大旱，“铁
杆庄稼”玉米严重减产，村民看着缩
水的钱包却无计可施。2019年，阜
新县通过招商引资，把辽宁尼维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引到村里，投资
6500 万元建成 48 个高标准温室大
棚，甜樱桃现代生态示范园在村民
的啧啧赞叹声中拔地而起。

自2019年建园到2020年底，示
范园累计用工1.1万人次，并优先招
用贫困户，在此打工的贫困户每人

每月创收2500元以上，另有28户贫
困户通过流转土地获得了稳定收
益。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佛寺
镇把扶贫资金入股到公司，由公司
统一运营，每年年底按比例给全镇
贫困户分红，增加贫困户收入。

示范园由省农科院和沈阳农业
大学共同提供技术支持，引种了适
宜阜新地区生长的优良甜樱桃品
种，大棚里配备自动温控系统、自动
灌溉系统、自动选捡和自动施肥系
统，采用国际先进的标准化栽培技
术、采后处理技术和冷藏贮运技术，
全流程确保樱桃新鲜、绿色、美味。
示范园的目标是打造辽西北半干旱
地区设施农业和农民职业教育示范
基地，提供统一培训、统一管理、统
一销售服务，带动查干哈达村一户
一棚，打造辽西樱桃第一村。

院校帮扶 小村建起生态示范园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报道 记
者 1 月 12 日从阜新市海州区获悉，
去年年底，该区韩家店镇民主村碧
水缘家庭农场在第十九届中国草
莓文化旅游节暨全国精品草莓擂
台赛上一举夺魁，农场负责人吴立
新也完成了从种植户到企业家的
身份转变。

据了解，这次擂台赛吸引23个
省（区、市）的231家企业参赛，专家
评审组根据果形、大小、色泽、甜度，
以及肉质、口感进行打分。最终，碧
水缘家庭农场的“福新”和“红颜”草
莓在 648 份选送样品中脱颖而出，
荣获全国金奖。

2012年，吴立新流转5亩土地，
建起大棚搞草莓种植。前些年只是
小打小闹，去年以来，海州区培育壮
大“一村一品”项目，做大做强“12
榜单+”，把碧水缘家庭农场列为重

点扶持的特色农产品之一。2020
年，吴立新投资新建17个高标准大
棚，草莓种植面积增至2.4公顷。他
在遍访名家的基础上，逐渐摸索出
一整套土壤改良技术。如今，“金奖
草莓”名声在外，全国各地的订单纷
至沓来，其中不乏广州、三亚等远道
客户。记者了解到，眼下正值草莓
成熟期，每天产量超过500公斤，工
人们忙着采摘装箱，把红润饱满、香
甜可口的草莓发往各地。

近年来，海州区以“12 榜单+”
为抓手，大力扶持、推广福新草莓、
宏伟葡萄、关山沟矿泉水等12种特
色农产品。在此基础上，南瓦灵芝、
平西老式榨油等海州特产不断涌
现，为海州精品农业、特色农业发展
夯实了基础。“十四五”时期，海州区
将加快建设东瓦沟域旅游项目，打
造一体化生态休闲旅游带。

阜新草莓
中国草莓文化旅游节上获金奖

新年伊始，
辽西阜新到处涌
动着向绿图强的
雄心与干劲。

“十四五”时期，阜新
市将重点建设东部粮食果
蔬区和西部杂粮畜牧区，打
造全国重要的绿色食品基
地，在科技与产业双重牵动
下，实现由传统农业大市到
现代农业强市的嬗变。

近日，本报记者沿着小
米、花生等特色农产品流通
的脚步，深入产业链各个环
节，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辽
西粮仓、百姓厨房，再到百
姓餐桌，阜新通过坚定而
华丽的转身，探索出一条
由大到强的高质量转型、
全方位振兴之路。

双重牵动 向绿图强
——阜新由传统农业大市向现代农业强市转变

本报记者 侯悦林

小小一颗丸子，里面却大有乾坤。
辽宁正远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闫世和拿起一袋丸子：“这里面的
猪肉来自双汇，鸡肉来自新希望六
和，油来自鲁花，主料全由本土龙头
企业提供，供货距离不超过10公里。”

加工的本土化，开发的深度化，
产业链上下游的协作化，在一颗丸子
里显露无遗。

阜新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包峰说，
阜新以花生、玉米、杂粮杂豆和生猪、
肉羊、奶牛等优质农畜产品资源为重
点，制定绿色食品从选种、投入品管控、
田间管护、收储运到加工等标准流程，
以品质化、功能化和品牌化为方向，不
断推动农产品加工向绿色食品制造发
展，打造全国重要的绿色食品基地。

蓝图既出，龙头企业闻风而动，

纷纷扩能增产，抢抓机遇，开启新一
轮投资热潮。

早在 1998 年入驻阜新的双汇集
团，去年在彰武县 12 个乡镇同时建
厂，启动50万头生猪和1亿只肉鸡全
产业链项目。这是彰武近年来投资
体量最大、实力最强的三产融合项
目，达产后能解决 5000 人就业，一改
当地养殖业“小散”历史。

2007 年在阜新建厂的新希望六
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新厂区竣工
达产后，年屠宰加工能力增至3000万
只肉鸡。去年4月，新希望六和发布公
告，将在阜新建立生猪全产业链项目。

阜新鲁花浓香花生油有限公司
去年升级改造罐装车间，引进两条国
内最先进的中速罐装生产线，产能提
升 1倍，助推阜新成为东北地区最大

的食用油加工基地。
在正远的供货商中，既有新希

望六和、双汇这样的龙头企业，又有
十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冰烤薯的
原料来自明水村，鲜食花生来自老河
土镇，饺子馅里的白菜来自八月府
村、韭菜来自管营子村……在合作社
的高效组织下，本土优质农产品源源
不断地运进正远的现代化车间，变成
六大系列 200 余种商品，行销全国各
地。闫世和说：“本地农产品采购额
已占销售收入的一半以上，今后这一
比例将继续上升。”

优质稳定的原料供应、一流的营
商环境、一系列的政策扶持，让正远
这家土生土长的阜新企业，迅速发展
壮大。2019 年销售收入 3亿元，2020
年 6 亿元，今年计划突破 8 亿元。为

此，正远正在招兵买马、采购设备，准
备大干一场。

现有企业增资扩产，一批优质项
目开始抢滩登陆。2020 年 11 月 13
日，正大集团百万头生猪全产业链项
目在辽洽会上签约落地。项目总投
资 58.6 亿元，将建设 63 个养殖场、1
个屠宰场、1个饲料厂、1个猪肉系列
食品深加工厂和1个有机肥厂。作为
全球著名的跨国企业，正大此次携百
万头生猪项目进军阜新，将牵动全行
业、全产业链提质升级。

牧原、伟嘉、新希望六和 3 个百
万头生猪养殖项目，禾兴、家美 2 个
万头肉牛项目，华美 3000 万只肉鸡
项目……牵动型项目顶天立地，成长
型项目铺天盖地，让2020年成为阜新
绿色食品基地建设元年。

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提质升级

小粒花生，在科技与产业双重牵
动下，成为大产业。

在花生专家、辽宁省沙地治理与
利用研究所副所长王海新看来，阜新
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是个出产
优质花生的宝地。

阜新地处太阳辐射II级地区，是
全国为数不多的光热协调地区，为农
作物生长提供了丰富的光与热。这
里水质优良，土质松软，干燥的气候
有利于抑制病虫害的发生，花生脂肪
含量中等，适口性好，特别是以不含
黄曲霉素著称。

阜新市花生种植面积 13 万公
顷，居东北地区种植面积之首。去年
以来，阜新市不断强化科技支撑与产
业引领，花生产业不断由大变强。

早在 1982 年，阜新市与省农科
院就建立起市院共建机制。省农科
院先后有 210 名科技人员到阜新农
村蹲点，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产业
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坐落在阜新的
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研究所，自然
成为市院共建的主力军，相继成立辽
宁（阜新）花生产业研发中心和中国
工程院院士、河南省农科院院长张新
友领衔的院士专家工作站。

老河土镇，全国花生产业第一镇，
花生地占耕地面积的八成以上。以王
海新为首的专家团队，通过“科技+企
业+合作社+基地”模式，在桃花村建成
6.7公顷高产高效示范基地，推广食用
型和高油酸花生新品种，应用平衡配方
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等配套技术，产
量和质量双双大幅跃升。

花生团队在阜新多地建立核心
示范基地 2500 亩，推广出口兼食用
型品种5个、油用型品种8个，辐射带
动面积 30 万亩，品种迭代升级的态

势已然形成。
近年来，老河土镇花生产业链不

断向高端迈进。该镇有深加工企业26
家，大型花生购销企业8家，花生秧购
销大户18家，生物质颗粒加工厂2家，
镇域内集生产、加工、购销、农副产品加
工于一体，花生总产值达到11.5亿元。

老河土之变，是阜新花生产业日
渐强壮的缩影。去年4月，小粒花生
被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列入全国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名单。12 月，中
国绿色食品协会花生专业委员会
2020 年会在阜新市开幕，来自全国
的百余名专家、企业家共话小粒花生
产业跃升之道。

花生深加工的利润是种植业的
2 至 5 倍，阜新发布的小粒花生产业
集群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旨在拉长产
业链，提升价值链。老河土等地出产
的高油酸花生，在鲁花变成浓香花生
油等爆款产品，进入万千百姓厨房，
在高端食用油市场打下“阜新制造”
的鲜明烙印。

闫世和高兴地表示：“市场对绿
色健康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大，我们要
抓住阜新花生这个‘金疙瘩’，把家乡
的好花生摆上全国百姓的餐桌。”

目前，小东北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绿色杂粮产销
联合体、阜新县花生产业化联合体被
列为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试点创
建项目。

在阜新，龙头企业牵头、农民专
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积极参与、用服
务和收益联结成一体的产业新业态，
正在蓬勃发展；科技创新顶天立地、
市场主体铺天盖地、生态环境蓝天绿
地、百姓生活欢天喜地的新格局正在
形成。

小粒花生成就全国优势产业集群

彰武县章古台镇高标准设施农业大棚。 本版照片由本报特约记者朱学著摄

阜新县卧凤沟乡老百姓通过种植葡萄富起来。

海州区韩家店镇碧水缘家庭农场的草莓大棚。

鲁花生产的高品质花生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