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产业是农村各项事业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袁 实现农村产业振兴和农民富
裕袁要将扶持重点放在农业种植尧养殖
及三产融合发展上袁特别是要将市场中
有生命力的企业引导到三产融合发展
中来遥 冶去年全国两会上袁全国人大代
表尧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张千户岭养殖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宏祥建议遥 会后袁
他便将农业产业融合作为工作的重要
内容袁一边走访调研袁一边规划企业发
展方向遥

来自基层尧作为返乡创业者的张宏
祥深知农村需要产业尧 农业需要产业
化遥 2012 年袁他回到家乡张千户岭村成
立养殖专业合作社袁带领村民一起发展
羊产业遥

那时袁家家户户都养羊袁日子却过
得紧巴巴遥野过去农民养羊靠天吃饭袁现
在我们养羊靠科学和产业遥冶张宏祥说袁
在传统放养的基础上袁他聘请了营养学
专家袁给羊列出营养野菜单冶袁保证羊肉
品质遥同时袁深度开发羊肉产品袁拓展羊
产业袁形成了集种草尧育肥尧屠宰尧加工尧
餐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袁打造形成野祥
和岭上右玉羊肉冶品牌遥

如今袁 张千户岭村有了产业袁1.8 万
亩生态牧场年出栏肉羊 2 万只袁 全产业
链年产值上亿元遥 村里家家收入提高了
四五倍袁周围十几个村的 1000 多户农民

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尧脱贫致富遥
脱贫不是终点袁今年袁张宏祥的新

目标是接好野乡村振兴冶这一棒袁通过产
业深度融合实现产业振兴袁让乡亲们的
日子过得一天更比一天好遥

张宏祥把羊产业发展方向瞄准智
能化现代牧场建设遥野具体来说袁就是要
建成 10 万亩高效智能牧场袁 每年出栏
100 万只有机羔羊遥 冶他说袁提高牧草质
量袁 牧场引水上山推行农牧滴灌等技
术袁在每只羊身上安装定位系统袁彻底
把羊倌从放羊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袁
变成坐在监控室里的现代牧羊人遥

生产基地智能化的同时袁张宏祥将
产品搬进厨房袁端上餐桌袁开设了千户侯
全羊餐厅袁纵向延伸产业链遥从右玉的绿
色生态出发袁张宏祥坚持野树草牧立体和
谐发展冶的羊产业发展模式袁以树作为隔
离带袁在草坡上轮牧和灌溉袁守护绿水青
山袁实现生态观光与农业产业相融遥

产业深度融合袁乡村走向振兴遥 张
宏祥说袁将合作社打造成为集生态粮草
种植尧智能牧场散养尧屠宰加工包装尧产
品系列分割尧线下餐厅体验尧线上网络
销售尧产品定制服务尧大健康产业于一
体的散养羊全产业链生产基地袁带领村
民将乡村打造成野农牧观光尧生态旅游尧
美食体验尧田园风光冶全域旅游集聚地袁
促进右玉县全域旅游示范县建设遥马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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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俊平一家 4 口都是聋哑人袁一直
通过务农和零星务工养家糊口遥 然而袁
无论是种地还是外出打工袁可选择的都
不多遥 在精准扶贫中袁他们曾被识别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遥

支俊平所在的山西新绛县横桥镇
支北庄村是省级贫困村袁 脱贫摘帽前袁
全村 156 户袁贫困户有 50 户遥 之所以贫
困袁既囿于当地十年九旱袁以旱作农业
为主袁又因为缺乏产业袁村集体经济与
村民增收没有有力支撑遥

在精准帮扶下袁支北庄村在旱垣地
建起温室大棚袁种植中药材袁特色农业
产业拔地而起袁带动了村民通过产业和
务工增收脱贫袁 也激活了农村集体经
济袁推动着乡村建设遥

音一口井打出旱作农业的野钱冶景
支北庄村的脱贫得从一口水井说

起遥
支北庄村地处黄土高原旱垣地带袁

1400 亩耕地多是旱地和沟地遥 早些年打
过 10 多口井袁但再怎么打袁都是无水而
终的野黑窟窿冶遥 村民吃水只能从几公里
远的村庄拉袁浇地得靠天下雨袁十年九
旱袁经年是种一葫芦打一瓢遥

野要脱贫尧先找水冶遥 县农经中心副
主任尧驻村第一书记邢岗请来了水利部
门的测绘队袁测定村里为深层水遥 探测
的结果袁 坚定了邢岗继续打井的信心遥
没有启动资金袁邢岗自掏腰包拿出 6 万
元遥

2018 年 10 月袁打井工作正式启动袁
但过程并不顺利遥打到 240 米深的时候袁
依然没有出水袁村民们一脸失望袁工程
队开始犹豫遥

村里连夜开会遥 正当大家争执不下
时袁邢岗说院野不能半途而废袁铆住打袁责

任由我们工作队来担浴 冶终于袁在打到
300 米时袁 水量渐渐大起来袁 再往下 16
米时袁水汩汩涌出遥 一口井袁整整打了
316 米袁打破了方圆几十个村的纪录遥

历时 3 个月袁配套设施完成袁打井
工作竣工遥 野打井之后袁村民告别了吃水
难袁更重要的是能给旱地浇上水遥 冶邢岗
说袁庄稼靠水肥袁有了水袁支北庄村的农
业有了希望遥

在原有小麦尧 玉米等农作物基础
上袁支北庄村开始调整农业结构袁利用
扶持资金流转土地 20 亩袁建了 3 座超大
型油桃日光温室大棚袁前期搭配种植西
红柿遥

现在袁 头茬大棚西红柿已经丰收袁
一结算袁村集体收入了 12 万元遥 大棚里
还帮助 9 个贫困村民成了产业工人袁每
人每月收入超过 1000 元遥

音一株药材引领村集体产业壮大
支北庄村贫困袁还在于没有支柱产

业遥
如何调整村里的产业结构袁使村民

尽快致富钥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杨轶群建
议院野一沟之隔的阳王镇发展中药材种
植袁农民赚了个盆满钵满遥 支北庄和他
们自然条件接近袁发展中药材种植肯定
能行遥 冶

在杨轶群的指导下袁邢岗和驻村工
作队队长史海民开始对支北庄的地形尧
气候等进行多方考察调研袁通过和村委
会商议袁决定种植中药材遥

2018 年 6 月袁杨轶群联系上了市果
业中心袁 免费为 50 户贫困户各提供 12
斤黄芪种子袁一户种植两亩地袁做起试
验遥

由于没有接触过中药材种植袁贫困
户迟迟不愿行动遥 妇女干部任红霞带头

种植黄芪 11 亩袁次年收入 8 万元遥
一石激起千层浪遥 看到村干部都种

了袁而且效益那么好袁贫困户们纷纷放
下顾虑袁着手种植中药材遥

为了解决技术问题袁工作队联系了
相关专家袁 举办中药材种植技术讲座袁
在田间地头袁实地指导大家解决种植中
遇到的问题遥

目前袁支北庄村中药材产业已经发
展到 340 亩袁 平均每亩可收入 6000 多
元袁形成了村里脱贫致富的一项主导产
业袁全村每年增收近 200 万元遥

围绕中药材产业袁支北庄村新成立
了野今卓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冶和野红霞
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冶袁由 60 户村民
参股组成袁其中贫困户 38 户袁带动农民
增收遥

产业兴旺带动村容村貌的改变遥 支
北庄村用争取到的 130 余万元对村里进
行的绿化尧亮化尧美化尧硬化袁建设日间
照料中心和村级卫生室遥

音一个早餐摊实现家门口就业
近段时间袁 支俊平的儿子支建立尧

儿媳马小丽的早餐摊很红火遥 由于位置
临街袁每天能收入 300 余元遥

看着生意越来越好袁小两口席不暇
暖袁支俊平和老伴儿辞掉了在村集体日
光温室大棚里的工作袁来店里帮忙遥

野现在的日子有了奔头儿袁 挣钱的
选择多了遥 冶支俊平说袁可放在前几年袁
想找到一份长期的打工工作都很难遥
脱贫前袁野一家的收入主要靠儿子打些
零工遥 由于身体残疾袁很多工作无法胜
任袁常常是干一天停半月袁收入很不稳
定遥 冶

2019 年 10 月袁 新绛县委副书记陈
小光包联支北庄村后袁将支俊平一家确

定为他的帮扶对象遥 他做的第一件事袁
就是帮助解决困扰支俊平一家人的务
工问题遥

野最好能在村里为老两口安排一些
力所能及的活儿遥 冶考虑到两位老人的
身体状况袁支俊平和老伴儿被安排负责
村里道路的卫生打扫工作袁工资每人每
月 1000 元遥 过年的时候袁老两口顺利拿
到了 3000 元遥

后来袁村集体建成了 3 个日光温室
大棚袁又将老两口吸纳为固定工遥 野从平
整土地袁到绑铁丝尧拉绳尧栽西红柿苗袁
一个人一个月能有 1500 元的收入遥 冶邢
岗说遥

老人有了收入袁 支建立坐不住了袁
可屡屡受挫袁又没了信心遥 得知支建立
有炸油条的手艺袁 自家又有临街优势袁
陈小光鼓励他办个早餐摊袁在家门口创
业遥

野你放心袁有什么困难我们会帮你
解决遥 冶帮扶人员的话给了支建立底气遥
这边夫妻俩准备食材和桌椅炊具袁那边
工作队帮着打印价格表尧 贴指示语尧引
客引流遥

2020 年 3 月袁早餐摊正式营业遥 陈
小光和邢岗成了常客袁连续几天到支建
立这里吃饭袁不仅给早餐摊代言袁还提
出改进建议袁野早餐的经营种类可以再
丰富一些遥 冶

就业方向明确袁 支建立建立了信
心遥 扶上马再送一程袁新绛县针对像支
建立一样的创业人员开设了小吃培训
班遥 经过培训袁支建立准备再增加炒菜
和小笼包等品种袁把早餐摊扩大成为全
天营业的小型饭店遥

产业与就业并举袁 增产和增收有
望袁告别了贫困袁支北庄村村民的生活
充满了向好的期望遥

建大棚尧种药材尧搞创业要要要

支北庄村有了稳定的脱贫产业支柱
阴卫世新 马玉

近日袁在河南省宁陵县阳驿乡潘集村蔬
菜大棚里袁菜农于其奎正在采摘番茄遥 近年
来袁该村坚持党建引领袁大力发展番茄种植袁
温室大棚达 180 多座袁采用野番茄垣豆角冶套
种方式袁年收益 1600 万元左右遥 闫占廷摄

全国人大代表张宏祥院

推动乡村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