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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内内行行业业大大咖咖云云集集的的高高青青黑黑牛牛产产
业业发发展展大大会会落落幕幕近近三三周周，，高高青青黑黑牛牛养养
殖殖户户及及相相关关企企业业忙忙得得红红红红火火火火。。

高高青青黑黑牛牛自自问问世世以以来来，，有有过过辉辉煌煌，，
也也有有过过波波折折，，始始终终在在探探索索中中前前行行。。现现
在在，，高高青青黑黑牛牛又又火火爆爆全全国国，，创创造造了了区区域域
特特色色的的涅涅槃槃奇奇迹迹。。

““俺俺的的牛牛，，盒盒马马鲜鲜生生卖卖””

““只只要要银银行行给给我我放放贷贷，，我我就就敢敢全全都都
买买成成黑黑牛牛。。””

自自从从淄淄博博市市高高青青县县唐唐坊坊镇镇仉仉家家村村
集集体体土土地地变变为为纽纽澜澜地地养养殖殖园园区区后后，，仉仉
家家村村党党支支部部书书记记、、主主任任邵邵明明财财也也有有了了
新新身身份份，，成成了了高高青青唐唐坊坊仉仉家家盒盒马马肉肉牛牛
养养殖殖专专业业合合作作社社的的社社长长。。

看看着着园园区区里里刚刚出出生生的的2233头头小小黑黑
牛牛，，邵邵明明财财丝丝毫毫不不掩掩饰饰内内心心的的喜喜悦悦。。
22002211年年，，合合作作社社从从山山东东纽纽澜澜地地何何牛牛食食
品品有有限限公公司司购购买买了了113311头头成成年年母母黑黑牛牛，，
农农民民哪哪来来的的这这么么多多钱钱？？在在镇镇党党委委政政府府
的的协协调调下下，，邵邵明明财财和和村村里里其其他他44名名成成员员
联联合合向向银银行行申申请请了了224466万万的的贷贷款款。。如如
此此巨巨大大的的金金额额，，55个个地地道道的的农农村村汉汉子子又又
是是哪哪来来的的勇勇气气和和底底气气？？

底底气气来来源源于于独独特特的的养养殖殖模模式式。。邵邵
明明财财说说，，除除了了正正常常养养殖殖成成本本，，他他们们无无须须
支支付付任任何何费费用用，，也也不不用用考考虑虑销销路路及及牛牛
肉肉市市场场的的价价格格波波动动：：每每头头牛牛都都入入了了保保
险险，，去去掉掉成成本本，，一一头头牛牛的的纯纯利利润润在在66000000
元元左左右右，，““即即便便养养死死了了，，也也能能获获得得22万万元元
赔赔偿偿。。””

为为了了扩扩大大收收益益，，仉仉家家村村还还成成立立了了
种种植植合合作作社社，，给给黑黑牛牛提提供供充充足足的的饲饲料料。。
仅仅去去年年一一年年，，两两个个合合作作社社就就为为村村集集体体
增增收收5500余余万万元元。。

““我我跟跟老老伴伴都都6600多多岁岁了了，，现现在在管管理理
牛牛棚棚每每月月可可以以收收入入66220000元元，，加加上上土土地地
流流转转的的费费用用，，一一年年下下来来俩俩人人收收入入非非常常
可可观观。。””仉仉家家村村村村民民王王大大勇勇兴兴奋奋地地说说起起
这这些些年年的的生生活活以以及及收收入入。。

6611岁岁的的王王大大勇勇在在纽纽澜澜地地养养殖殖园园区区
的的党党支支部部领领办办合合作作社社养养殖殖棚棚工工作作，，负负
责责开开拖拖拉拉机机运运饲饲料料喂喂牛牛、、牛牛栏栏通通风风消消
毒毒、、观观察察黑黑牛牛发发情情期期及及产产牛牛。。如如今今的的
收收入入，，是是以以前前想想都都不不敢敢想想的的，，““原原以以为为
老老了了只只能能伸伸手手问问儿儿子子要要钱钱，，如如今今不不仅仅
能能时时常常给给孙孙子子孙孙女女买买文文具具、、新新衣衣服服、、小小
零零食食，，还还资资助助儿儿子子在在县县城城买买了了房房。。””

有有了了稳稳定定收收入入的的王王大大勇勇，，精精气气神神
都都变变得得跟跟过过去去不不一一样样了了。。记记者者在在采采访访

看！高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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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获获悉悉，，仉仉家家村村常常住住四四百百多多
人人，，像像王王大大勇勇这这样样的的围围绕绕黑黑牛牛
养养殖殖产产业业打打工工的的还还有有七七八八
十十人人。。

在在邵邵明明财财和和王王大大勇勇看看来来，，
这这一一切切要要感感谢谢唐唐坊坊镇镇““红红色色满满
唐唐””黑黑牛牛产产业业联联合合党党委委——— 他他
们们牵牵线线““做做媒媒””，，分分析析各各方方资资源源
禀禀赋赋，，创创建建了了““联联合合党党委委++企企
业业++合合作作社社++农农户户””三三方方联联结结
机机制制，，村村党党组组织织领领办办合合作作社社为为
载载体体，，养养殖殖户户““拎拎包包””入入驻驻养养殖殖
园园区区，，以以““活活体体抵抵押押””申申请请银银行行
贷贷款款为为企企业业回回笼笼资资金金，，纽纽澜澜地地
公公司司兜兜底底收收购购养养殖殖黑黑牛牛，，实实现现
了了命命运运共共联联、、抱抱团团发发展展。。

为为了了保保障障销销路路，，22001166年年
纽纽澜澜地地成成立立之之初初，，便便把把大大部部分分
精精力力用用在在了了品品牌牌搭搭建建上上。。
22001177年年55月月，，纽纽澜澜地地与与盒盒马马鲜鲜
生生建建立立战战略略合合作作，，有有效效实实现现了了
品品牌牌的的高高端端定定位位。。为为增增强强品品
牌牌口口碑碑，，纽纽澜澜地地斥斥巨巨资资打打造造了了
数数字字农农业业产产业业中中心心，，对对黑黑牛牛育育
种种、、生生态态养养殖殖、、屠屠宰宰分分割割、、精精深深
加加工工、、智智能能交交易易市市场场、、冷冷链链物物
流流、、终终端端配配送送等等全全部部环环节节进进行行
精精准准监监控控。。

““俺俺的的牛牛，，已已经经在在盒盒马马鲜鲜
生生卖卖掉掉了了。。””闲闲暇暇的的时时候候，，邵邵明明
财财有有时时会会去去数数字字农农业业产产业业中中
心心，，看看着着自自己己的的““牛牛””卖卖到到了了全全
国国各各地地，，心心里里也也是是美美滋滋滋滋的的。。
通通过过追追溯溯体体系系和和数数字字监监控控平平
台台，，纽纽澜澜地地以以智智能能芯芯片片链链接接
EERRPP，，实实现现一一牛牛一一码码的的智智能能
化化、、标标准准化化养养殖殖，，实实现现一一品品一一
码码、、一一盒盒一一码码，，方方便便消消费费者者在在
终终端端扫扫码码获获取取全全链链路路溯溯源源
信信息息。。

通通过过数数字字化化管管理理，，纽纽澜澜地地
不不但但实实现现了了对对销销售售市市场场的的精精
准准把把握握，，还还有有效效巩巩固固了了品品牌牌价价
值值，，大大大大降降低低了了市市场场价价格格波波动动
对对养养殖殖户户造造成成的的养养殖殖风风险险，，提提
高高了了养养殖殖户户的的积积极极性性。。

目目前前，，纽纽澜澜地地已已连连续续55年年
站站稳稳盒盒马马鲜鲜生生生生鲜鲜类类第第一一品品
牌牌，，覆覆盖盖全全国国3300余余个个大大中中型型
城城市市，，332200多多家家门门店店，，服服务务
88000000万万用用户户。。22002200年年疫疫情情期期
间间，，正正常常配配送送的的纽纽澜澜地地创创下下了了
线线下下销销售售额额330000%%的的增增长长奇奇
迹迹，，一一举举火火遍遍全全国国。。22002211年年，，
纽纽澜澜地地工工业业总总产产值值达达到到了了
44..7788亿亿元元。。

借借黑黑牛牛之之势势流流转转土土地地、、成成
立立合合作作社社、、统统一一养养殖殖…………不不到到
一一年年时时间间，，唐唐坊坊镇镇就就建建起起了了一一
二二三三产产业业融融合合发发展展的的““黑黑牛牛特特
色色小小镇镇””，，一一条条从从牧牧场场到到餐餐桌桌

的的数数字字化化升升级级路路也也由由此此延延展展
而而来来。。目目前前，，唐唐坊坊镇镇辖辖区区3322
个个村村党党支支部部领领办办合合作作社社全全部部
签签订订协协议议入入园园养养殖殖，，黑黑牛牛产产业业
带带动动就就业业33550000余余人人。。

从从5500头头到到55头头，，再再到到6600头头

““养养了了这这么么多多年年的的黑黑牛牛，，
遭遭遇遇过过一一些些波波折折，，但但坚坚持持了了下下
来来，，如如今今越越养养越越有有盼盼头头了了。。””

从从22000000年年开开始始养养奶奶牛牛的的
李李家家如如，，却却在在奶奶牛牛效效益益最最好好的的
时时候候，，搞搞起起了了黑黑牛牛养养殖殖。。回回想想
起起来来，，他他依依然然庆庆幸幸自自己己的的选选
择择，，““政政府府都都在在积积极极推推广广，，总总得得
试试试试。。””

李李家家如如现现有有550000头头奶奶牛牛、、
6600头头黑黑牛牛，，还还有有一一个个牛牛奶奶加加
工工厂厂，，是是刘刘镇镇新新村村有有名名的的““养养
牛牛专专业业户户””。。77月月1199日日上上午午，，
记记者者来来到到了了刘刘镇镇新新村村，，见见到到了了
这这个个村村里里的的““名名人人””。。

刘刘镇镇新新村村所所在在的的黑黑里里寨寨
镇镇，，是是高高青青黑黑牛牛产产业业发发展展的的起起
源源地地。。自自高高青青黑黑牛牛诞诞生生以以来来，，
黑黑里里寨寨镇镇政政府府就就一一直直免免费费为为
养养殖殖户户提提供供黑黑牛牛冻冻精精。。22001133
年年开开始始搞搞黑黑牛牛养养殖殖的的李李家家如如，，
次次年年便便获获得得了了黑黑里里寨寨镇镇党党委委
政政府府颁颁发发的的““农农村村经经济济合合作作组组
织织先先进进单单位位””称称号号。。

““我我们们把把牛牛养养大大了了，，本本地地
的的黑黑牛牛龙龙头头企企业业就就会会过过来来收收
走走。。刚刚开开始始的的两两年年还还赚赚钱钱，，后后
来来该该公公司司经经营营出出现现了了问问题题，，我我
们们只只好好当当普普通通肉肉牛牛卖卖。。””

那那段段时时间间，，李李家家如如养养殖殖的的
黑黑牛牛从从5500头头锐锐减减到到了了55头头，，尽尽
管管养养一一头头奶奶头头一一年年有有1100000000
元元左左右右的的利利润润，，养养一一头头黑黑牛牛一一
年年才才赚赚33000000元元，，但但他他始始终终没没
有有放放弃弃——— 正正是是镇镇党党委委政政府府
免免费费提提供供黑黑牛牛冻冻精精这这一一举举措措，，
才才让让黑黑里里寨寨镇镇黑黑牛牛养养殖殖行行业业
没没““断断代代””。。

随随着着高高青青黑黑牛牛知知名名度度的的
回回升升，，黑黑里里寨寨镇镇再再次次刮刮起起了了黑黑
牛牛养养殖殖的的““春春风风””，，李李家家如如的的心心
也也再再次次活活泛泛起起来来。。

22002200年年当当选选为为刘刘镇镇新新村村
党党支支部部书书记记、、主主任任后后，，李李家家如如
便便第第一一时时间间组组织织村村““两两委委””成成
员员成成立立了了润润源源黑黑牛牛养养殖殖专专业业
合合作作社社，，并并以以合合作作社社的的名名义义贷贷
款款220000万万元元用用于于发发展展黑黑牛牛养养
殖殖产产业业，，抵抵押押物物则则是是自自己己的的奶奶
牛牛养养殖殖场场。。

““我我们们只只需需要要将将母母黑黑牛牛繁繁
育育出出的的小小黑黑牛牛养养到到550000斤斤，，便便
卖卖给给山山东东澳澳航航和和牛牛牧牧业业有有限限

公公司司，，中中间间每每头头牛牛可可以以产产生生约约
55000000元元的的利利润润。。””

李李家家如如所所说说的的这这种种模模式式，，
缩缩短短了了养养殖殖户户的的养养殖殖周周期期，，实实
现现了了养养殖殖场场的的最最大大化化利利用用。。
如如今今，，这这种种模模式式在在黑黑里里寨寨镇镇已已
得得到到普普及及和和延延伸伸。。

黑黑里里寨寨镇镇党党委委书书记记刘刘延延
科科介介绍绍，，他他们们还还有有个个““飞飞地地计计
划划””：：““我我们们在在内内蒙蒙古古呼呼和和浩浩特特
建建有有牧牧场场一一处处，，养养殖殖黑黑牛牛
1100000000头头左左右右。。目目前前东东营营、、邹邹
平平、、德德州州的的布布局局也也在在进进行行中中。。””

作作为为黑黑里里寨寨镇镇黑黑牛牛养养殖殖
的的龙龙头头企企业业，，山山东东澳澳航航和和牛牛牧牧
业业有有限限公公司司不不但但具具备备了了年年出出
栏栏55000000头头黑黑牛牛的的能能力力，，实实现现
了了55亿亿元元的的年年销销售售额额，，还还在在省省
内内1166地地市市开开设设了了3300余余家家直直营营
店店、、加加盟盟店店，，为为高高青青黑黑牛牛的的品品
牌牌推推广广起起到到了了良良好好的的促促进进
作作用用。。

山山东东澳澳航航的的成成功功经经验验，，也也
给给了了黑黑里里寨寨镇镇黑黑牛牛产产业业做做大大
做做强强的的信信心心。。刘刘延延科科说说，，下下一一
步步将将积积极极寻寻求求大大型型集集团团公公司司
战战略略合合作作，，借借势势借借力力借借船船岀岀海海
广广辟辟销销路路，，打打响响““高高青青黑黑牛牛””品品
牌牌，，并并力力争争22年年的的时时间间在在全全国国
布布局局11 00 00 00家家高高青青黑黑牛牛体体
验验店店。。

一一头头牛牛，，
成成了了黄黄河河滩滩边边的的明明珠珠

无无论论是是““风风口口””上上入入场场的的
邵邵明明财财，，还还是是低低谷谷中中走走出出的的李李
家家如如，，在在谈谈及及未未来来规规划划时时，，都都
表表现现出出了了对对高高青青黑黑牛牛的的强强烈烈
信信心心，，李李家家如如更更是是计计划划将将自自家家
养养殖殖的的220000头头奶奶牛牛换换成成黑黑牛牛。。

如如今今的的高高青青黑黑牛牛，，已已成成为为
高高青青县县叫叫响响全全国国的的一一张张名名片片。。
对对于于生生活活在在这这座座县县城城的的人人来来
说说，，高高青青黑黑牛牛也也成成了了一一把把增增收收
致致富富的的““金金钥钥匙匙””。。数数据据显显示示，，
高高青青县县通通过过龙龙头头企企业业的的带带动动，，
大大力力推推广广““党党支支部部领领办办合合作作社社
++农农户户””养养殖殖模模式式，，全全县县黑黑牛牛
养养殖殖户户达达到到22000000余余户户。。仅仅纽纽
澜澜地地、、澳澳航航两两家家企企业业直直接接或或间间
接接从从业业人人员员就就多多达达1100000000多多
人人，，全全产产业业链链产产值值已已达达到到3300
亿亿元元。。

正正是是有有了了以以山山东东澳澳航航为为
代代表表的的大大型型黑黑牛牛养养殖殖企企业业稳稳
定定的的肉肉牛牛供供应应和和以以纽纽澜澜地地为为
代代表表的的高高端端品品牌牌叫叫响响全全国国，，才才
让让高高青青黑黑牛牛在在经经历历了了短短暂暂的的
低低谷谷后后迎迎来来腾腾飞飞。。

高高青青黑黑牛牛从从无无到到有有、、从从落落

寞寞到到辉辉煌煌，，政政府府这这只只有有形形之之手手
积积极极推推动动，，则则是是高高青青黑黑牛牛强强势势
崛崛起起的的加加速速器器和和助助推推器器。。

设设施施农农业业用用地地、、养养殖殖户户贷贷
款款难难、、黑黑牛牛品品牌牌打打造造和和推推介介、、
提提供供免免费费黑黑牛牛冻冻精精、、规规划划建建设设
标标准准化化产产业业园园区区…………单单个个企企
业业难难以以解解决决的的诸诸多多困困难难，，一一个个
个个得得到到有有效效化化解解。。22002211年年，，
高高青青县县又又主主导导创创建建了了国国家家级级
沿沿黄黄肉肉牛牛产产业业集集群群，，高高青青黑黑牛牛
产产业业上上升升为为实实施施黄黄河河国国家家战战
略略、、深深化化与与沿沿黄黄地地区区产产业业交交流流
合合作作的的重重要要产产业业，，黑黑牛牛产产业业在在
高高青青已已成成为为新新的的经经济济发发力力点点。。

今今年年77月月1177日日，，高高青青以以最最
高高规规格格举举办办黑黑牛牛产产业业发发展展大大
会会，，并并出出台台《《关关于于促促进进高高青青黑黑
牛牛产产业业发发展展七七大大行行动动的的实实施施
意意见见》》（（以以下下简简称称《《实实施施意意
见见》》）），，从从黑黑牛牛种种质质、、规规模模、、品品
牌牌、、全全产产业业链链、、消消费费服服务务能能力力、、
文文化化、、金金融融赋赋能能七七个个方方面面制制定定
明明确确扶扶持持政政策策，，全全面面推推进进高高青青
黑黑牛牛产产业业品品牌牌化化、、规规模模化化、、标标
准准化化、、生生态态化化、、数数字字化化发发展展，，构构
建建现现代代农农业业产产业业体体系系。。

《《实实施施意意见见》》充充分分总总结结了了
过过去去发发展展的的经经验验教教训训以以及及短短
板板弱弱项项，，明明确确提提出出了了高高青青黑黑牛牛
产产业业发发展展的的目目标标、、实实施施路路径径、、
责责任任分分工工、、时时间间进进度度、、要要素素保保
障障等等，，为为高高青青黑黑牛牛产产业业进进阶阶提提
档档夯夯实实了了基基础础。。依依据据《《实实施施意意
见见》》，，到到22002266年年末末，，高高青青黑黑牛牛
饲饲养养量量达达到到2200万万头头，，建建成成高高
青青黑黑牛牛规规模模化化、、数数字字化化养养殖殖园园
区区1122个个，，党党支支部部领领办办养养殖殖合合
作作社社5500家家，，飞飞地地饲饲养养量量达达到到55
万万头头，，建建成成黄黄三三角角百百亿亿级级全全产产
业业链链黑黑牛牛产产业业集集群群。。

在在整整个个高高青青黑黑牛牛产产业业发发
展展过过程程中中，，政政府府不不缺缺位位、、不不越越
位位、、不不错错位位，，成成为为善善于于驾驾驭驭政政
府府和和市市场场关关系系的的行行家家里里手手，，努努
力力让让““有有效效的的市市场场””和和““有有为为的的
政政府府””统统筹筹发发力力，，持持续续激激发发市市
场场活活力力、、制制度度活活力力和和社社会会创创
造造力力。。

正正如如高高青青县县委委书书记记刘刘学学
圣圣所所说说：：““高高青青是是黄黄河河国国家家战战
略略上上的的一一颗颗明明珠珠，，黑黑牛牛产产业业的的
发发展展，，不不仅仅带带动动了了乡乡村村振振兴兴、、
成成为为对对外外展展示示的的名名片片，，还还为为高高
青青带带来来了了更更多多机机遇遇。。以以‘‘数数
字字’’黑黑牛牛为为开开端端，，我我们们将将深深入入
推推进进农农村村产产业业数数字字化化转转型型，，擦擦
亮亮高高青青农农业业品品牌牌的的‘‘黄黄河河明明
珠珠’’，，助助推推高高青青腾腾飞飞。。””

大大众众日日报报淄淄博博融融媒媒体体中中
心心记记者者 王王继继洋洋 李李振振兴兴

刚出生的小黑牛正在接受“体检”。纽澜地育肥中心的实时监控画面

正在享受按
摩的高青黑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