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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三九种业有限公司：
发展“五彩花生”助力乡村振兴
文/ 朱晓吾 柏二伟 图/申 涛 万 万

春节临近袁 在河南省三九种业有限公司
食品生产车间袁到处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院在
花生米筛检车间袁 十多名工人们正在忙碌地
分检花生曰在花生果烘烤车间袁机器隆隆袁香
味扑鼻曰在花生米包装车间袁工人们正在忙碌
地装袋尧包装袁赶制订单遥
野红牡丹冶尧野珍珠黑冶尧野白参果冶尧野血丝
玉冶尧野紫荆花冶,当我们看到五颜六色的的野五
彩花生冶袁忍不住想样样品尝一下遥 放进嘴里
慢慢细嚼袁 香嫩清甜的口感真是让人回味无
穷遥

河南省三九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唐长友
介绍说院野我们公司生产加工的耶五彩花生爷因
品质好袁营养价值高袁颇受广大消费者青睐袁
目前耶五彩花生爷已成为广大农民群众增收致
富的特色支柱产业袁 为乡村振兴将助一臂之
力遥 冶
河南省三九种业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7
年遥 2018 年袁又成立了河南省三九食品有限
公司遥 河南省三九食品有限公司是河南省袁唯
一一家生产加工销售红罗山牌五彩花生尧高
油酸花生原生态休闲食品的厂家袁 实现了自
育尧自繁尧自研尧特色食品加工生产销售一体
化袁年销售额 5000 万元以上曰河南省三九种
业有限公司繁育的红罗山牌五彩花生良种袁
年销售额达 6000 万元以上遥
近年来袁该公司多次被市县评为野食品行
业诚信单位冶袁先后被评为野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冶袁野河南省农业产业化扶贫龙头企业冶袁
野驻马店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冶袁野驻马
店市农业产业化扶贫龙头企业冶,野驻马店市
产业化扶贫带贫先进单位冶遥 该公司生产的
野五彩花生冶和野高油酸花生冶特色食品在第
22 届尧 第 24 届中国农产品洽投会上均被评
为野优质奖冶袁在中国第二十届绿色食品博览
会上被评为野金奖冶袁在笫十八届国际农产品
交易上会被为野最受欢迎的农产品冶遥

以科研院校为依托，搞好科企合作
产业要发展袁科技是关键遥 多年来袁河南
省三九种业有限公司坚持以科研院校为依
托袁走科企合作之路遥 公司积极与青岛农业大
学花生育种团队尧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育种中
心尧辽宁省花生研究所尧徐州市农科院花生研
究室尧河南农科院尧河南农业大学尧漯河市农
科院花生研究室尧 驻马店市农科院油料所等
科研院校所合作袁 在全国不同生态区域建立
五彩花生尧 高油酸花生特色食品原料种植基
地和良种繁育基地袁 科研院校专家教授常年
深入基地进行技术指导遥
花生原料种植基地达 1.2 万多亩袁其中院
五彩花生尧高油酸花生野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冶
0.82 万多亩尧野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冶0.05 万多
亩袁 年生产花生特色食品原料等 360 多万公
斤遥 2018 年与郑州食品研究所签订了叶20182028 年花生特色食品科研尧推广合作协议曳袁
设立有 野河南省三九食品有限公司食品研发
中心冶袁完全满足花生特色食品加工技术和科
研基地建设的需要遥
花生良种繁育基地达 1.8 万多亩袁 公司
自研自育野三花 2 号冶尧野三花 6 号(高油酸)冶尧
野三花 7 号 (高油酸)冶3 个常规优势花生新品
种袁野珍珠黑冶尧野红牡丹冶尧野白参果冶尧野血 丝
玉冶尧野紫荆花冶5 个五彩花生品种袁 共自有花
生新品种 8 个袁 均在农业农村部登记或单独
申请获得植物新品种经营权的品种遥 同时袁公
司还出资 980 多万元独家买断漯花 8 号尧漯
花 4016尧青花 6 号尧徐花 13 号尧徐花 14 号等
花生品种和西农 059 小麦品种在河南省区域
的生产经营权遥
目前袁 该公司所推广的花生品种分别进
入河南省 20 多个产油大县尧绿色高产创建供
种项目袁 五彩花生进入正阳农业农村局的种
植项目及新疆拜城的示范项目遥 河南省花生
主产区均有市场销售袁与淮阳尧郸城尧太康尧通
辽尧双辽尧松源尧鞍山尧阜新等地签订有供种合
同遥 该公司的三花 2 号尧三花 6 号尧三花 7 号尧
漯花 8 号尧漯花 4016 等花生品种己成为河南
省的主导品种袁累计推广面积达 1000 万亩遥
以五彩花生为特色，打造优质品牌
汝南是中国梁祝之乡遥 梁祝传说和梁祝
爱情故事可谓中国家喻户晓袁流传深远袁被誉
为爱情的千古绝唱遥 红罗山位于汝南县西南
部袁山高 10 米袁面积 12400 多平方米遥 绿树环
合袁郁郁葱葱袁风景十分优美遥 而梁山伯和祝
英台曾经读书的地方名叫红罗山书院遥 相传
梁山伯和祝英台的老师邹佟在红罗山上生活

40 多年袁每年在红罗山上种植几分地的花生
自己食用遥 当他 70 岁大寿时袁弟子和亲朋见
他面色红润袁精神焕发袁如天命之年袁垂询长
寿之道袁 便回答道院野只是常食红罗山花生而
已冶遥 从此袁当地的人们对野红罗山花生冶 情有
独钟遥
作为河南首家生产加工高油酸花生休闲
食品的食品企业袁 河南省三九食品有限公司
为了打好野文化牌冶袁积极注册了野红罗山牌冶
商标袁注册资金 1100 万元遥 近年来袁公司通过
现代育种技术袁培育出野红罗山牌冶珍珠黑尧
野红罗山牌冶白参果尧野红罗山牌冶红牡丹尧野红
罗山牌冶血丝玉尧野红罗山牌冶紫荆花等彩色花
生品种袁 并以此为原料把传统工艺与现代食
品生产技术相结合袁加工生产出野红罗山五彩
花生冶尧野红罗山高油酸花生冶特色食品袁使野红
罗山冶品牌越叫越响浴 如今袁野红罗山牌冶五彩
花生尧野红罗山牌冶高油酸花生香飘天中大地袁
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遥
以线下线上为平台，拓宽销售渠道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对绿色
食品的需求袁 健康养生是人生追求的最大目
标袁五彩花生尧高油酸花生等纯天然无公害绿
色食品袁其营养价值高出普通花生的十多倍遥
是上天赐与人类的宝贵财富遥 五彩花生含有
健康和长寿必需的维生素 E尧A尧B1尧B2尧K 及
硒尧锌尧钙尧磷尧铁尧等微量元素遥 由于五彩花生
营养丰富袁口感好袁集观赏尧食用尧营养尧保健
于一体袁市场潜力大袁产品非常畅销遥
一是线下销售遥 该公司生产加工的五彩
花生尧高油酸花生特色食品袁遍布全国 150 多
个销售网点袁在省内外各大商场超市尧土特产
店尧特色食品店尧零食店均有销售遥
二是线上销售遥 该公司充分利用天猫尧淘
宝尧拼多多尧抖音小店等平台袁有效破解了产
销难题袁打开产品销售的新渠道遥 尤其是通过
网络直播带货方式进行线上销售袁 进一步破
解了销售供求堵点难点问题遥
以服务三农为已任，助力乡村振兴
在脱贫攻坚期间袁该公司建立野合作社+

基地+农户冶的合作模式袁扩大野五彩花生冶和
野高油酸花生冶特色种植袁变野输血扶贫冶为野造
血治贫冶袁发挥内生动力袁让野五彩花生冶和野高
油酸花生冶特色种植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野金
豆豆冶遥
几年来袁该公司为汝南县三门闸尧三桥尧
南余店尧 留盆等乡镇 渊街道冤360 多户和 110
多户贫困户无偿提供野五彩花生冶尧野高油酸花
生冶特色作物种子袁签订种植回收协议袁以高
出普通商品花生 30%的价格全部回收袁 发展
订单种植达 2800 多亩袁 农民人均增收 1650
元遥 同时袁公司还常年安排家庭困难人员就业
126 人袁人均年务工收入 2.8 万多元遥
为进一步巩固和拓宽脱贫攻坚成果尧助
力乡村振兴袁 该公司认真落实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精神袁积极发展现代农业袁大力发展特色
产业袁推动三产融合袁拉大产业链条袁扩大五
彩花生尧高油酸花生的种植面积袁提高产量和
质量袁拓展销售渠道袁实行订单回收袁优质优
价袁全程跟终服务和技术指导袁让广大农民群
众真正得到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袁 为汝南乡
村振兴尧建设野三县一家园冶做出更大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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