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解决了养羊的数量问题，未来目标是

把羊养好、养精，提升羊的质量。”甘肃中天羊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耀祥信念笃定。十几年

来，他带领企业扎根基层，教农稼穑，助力脱贫攻

坚，帮助销售陇原特色农产品……

农民出身的陈耀祥对农村饱含感情。他创

立中天羊业的第一天便下定决心，要最大限度地

让利给农民。

“我要为乡亲们做点儿事情”

2004年至今，这位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的企业家，已经在规模化养殖的道路上探索了

17年。

开始，陈耀祥并没有选中“羊”这个创业赛

道。在此之前，他放弃做公务员下海经商，靠做

礼品生意起家，又在海南贩过芒果，到民勤治过

沙，搞过门窗生意，做过房地产。

说起转战农业的初衷，陈耀祥给记者讲了一

个故事：2003 年春节，他在阔别老家甘肃定西市

通渭县什川镇多年后，陪父母回乡探亲。没想到

一场大雪将村子与外界隔绝，更让他没想到的

是，几十位乡亲拿着铁锹、扫把，特意为他清扫出

一条 2 公里长的道路。就是这条干干净净的小

路，铺就了他的创业“心路”。

他告诉父亲：“我要为乡亲们做点儿事情。”

“这里除了黄土沟壑，能做啥？”父亲反问道。

“我不知道能做什么，但我必须要做。”陈耀

祥坚定地说。“我必须把事业和这片土地紧紧地

联系在一起。”至今陈耀祥说起这个故事仍会眼

眶湿润，“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大方向不会错。我

创业的初心不只是做一个赚钱的企业，而是要创

办一家受人尊敬的企业”。

锁定农业后，陈耀祥及其团队首先瞄准了消

费市场更为广阔的肉牛产业，他引进了一种原产

于苏格兰等地的安格斯牛。几年下来，肉牛的扩

繁速度远低于陈耀祥的预期。甘肃陇西县首阳

镇养殖户赵龙的遭遇让他有了启发，对企业主营

方向做出重大调整。

2010 年，赵龙成为企业的养殖户。不承想，

当年 6月的一场狂风彻底击垮了他的致富梦，因

高压线刮落，导致 9 头牛触电死亡。9 头牛能卖

10 多万元，赵龙瘫倒在地，嚎啕大哭。好在这场

天灾没有使他放弃养殖业，随后，他又养起了

肉羊。

听闻此事后，陈耀祥第一时间赶到赵龙家。

赵龙告诉他，一头牛价值上万元，饲养需要 2年，

见效迟，遇上变故，损失惨重。而购买一只羊只

要上千元，饲养周期大概半年，见效快，也不怕担

风险。陈耀祥突然明白，农民普遍贫困，抗风险

能力差，养羊才是适合他们低成本、低风险、高回

报的投资方向。

主攻肉羊产业的战略性调整得到公司员工

和养殖户们的一致认可，自此，中天羊业发展开

始突飞猛进。

“农业现代化要植入科技
要素”

我国还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中，必

须坚持科技发展。

学农出身的陈耀祥在为中天羊业布局时，将

科研团队放在重要位置，把目光锁定在农业科技

发展上。“做农业来不得半点虚假。农业现代化

必须大量植入科技要素，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

重要密码。”他说。

陈耀祥告诉记者，截至目前，中天羊业已经

与兰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北

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展开深度合作。

在中天肉羊新品种培育、胚胎移植和肉制品加工

生产等方面形成了一批核心技术，拥有专利 68

项，制定行业和地方标准 4项，并先后承担“十三

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甘肃省科技重大专项计

划、甘肃省科技支撑计划等科研项目44项。

不仅如此，2019 年，中天羊业还牵头承担了

国家肉羊良种攻关计划，跻身羊产业科技发展

国家队。

在不断试错和探索后，原本生长在太湖平原

的湖羊进入了陈耀祥的视野。

湖羊作为我国一级地方保护良种，具有多

胎、耐粗饲、泌乳性好、生长快等特点。生长在潮

热气候中的湖羊西迁后能否适应大西北的干旱

寒冷？没有人知道。

陈耀祥显示出他异于常人的洞察力和行动

力。2012 年开始，中天羊业投资近 200 万元，将

湖羊率先引进甘肃干旱绿洲区进行风土驯化和

繁育，并逐步由海拔较低的寒旱区向海拔较高的

寒旱区、纬度较低的寒旱区向纬度较高的极冷高

湿区引进，扩大了湖羊繁育的生态区域。同时，

中天羊业的科研团队拿出多个配种方案，培育前

期增长快、繁殖力强、肉用性能高的肉羊新品种

——中天羊。

来自甘肃陇西县王磨村的养殖户牛俊忠算

了一笔账：改良种群后，每只羊出肉率提高了

6%，可多产 10 斤肉，多赚 300 元。实打实的收

入，让农民对企业更加信任，也让陈耀祥坚定了

专注于品质、品牌，寻找高端市场，并将其作为利

润增长点的盈利模式。

陈耀祥一边加大科研投入，一边将目光瞄准

肉羊产业的后端——精深加工和销售环节。

17 年间，中天羊业先后创办 4 家深加工企

业，建立西北最大的高端羊肉生产线，引入国外

分割和真空包装全套设备，根据不同市场的实际

需求，开发出冷鲜肉、冷冻肉、熟食、礼品等八大

类 140多种细分产品。公司还投资 200多万元建

设了质量可追溯体系，实现从羊的育种养殖到加

工售卖全程跟踪，完善的物流体系让全程冷链运

输的产品直抵餐桌。

“人才质量得到提升，羊产
业才能做大做强”

得益于 17 年的艰辛努力和执着耕耘，中天

羊业已经发展成为年屠宰加工肉羊 300万只，年

存栏种羊 20万只的国内肉羊产业全产业链领军

企业。

陈耀祥深知，要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中天

羊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陈耀祥精心打造

的中天模式中，教农稼穑是他最得意的一笔，也

是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只要能抽出时间，他每

年都坚持给养殖户讲课。

一位老友曾问他：“深夜里，你都在想什么？”

“想企业的前景，员工的幸福，家庭的未来。”

陈耀祥回答。

为了将这些想法变为现实，他的心里不仅装

着中天的员工，还装着千千万万的养殖户。“他们

是我发展的动力。”陈耀祥说。

为此，他把从养殖挣得的一半资金花在培训

上。借助“军训+理论+实践+考核+发证+训后

持续提升”的具体措施，仅甘肃就有 12万农民掌

握了肉羊养殖技术，从养殖中获益。为了更好地

服务养殖户，中天羊业还选派技术人员深入农户

家中开展技术指导。一系列方案的实施，解决了

羊产业发展的痛点，让更多普通农民成为产业农

民。陈耀祥还希望涌现出更多产业工人、产业干

部，为肉羊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人才基础。

陈耀祥说：“只有人才数量和质量都得到提

升，并凝聚在羊产业链上，中国的羊产业才能做

大做强。”

“我必须带着千家万户不停
地往前走”

“无论是我的成长经历，还是中天羊业从小

到大、由弱变强的过程，都是我国高度重视农业、

重视农村发展、重视人民福祉的见证。”陈耀

祥说。

作为企业的掌舵者，陈耀祥先后获得“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标兵”“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甘肃

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荣誉。2020 年底，陈耀

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在获奖人群中，像我

这样的民营企业家不多。荣誉激励我必须一如

既往地带着千家万户不停地往前走，方向不能

偏，脚步不能慢。”陈耀祥说。

陈耀祥认为，做企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为此，他将中天模式加速推广，推行政府、企

业、银行、农户“四赢”模式，加大科技投入，部署

推进轻资产模式，全面重启转主板 IPO 之路。

2020年，中天羊业跻身中国农业企业500强。

2021年 3月中旬，一场特殊的“云签约”在新

疆、甘肃举行。签约的另一方是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沙雅县人民政府。该项目总投资 5亿元，沙雅

县将全面引进中天模式，建设 1万只湖羊核心种

羊场、10 万吨饲草料加工厂，并通过投种还羔、

羔羊育肥带动当地羊产业发展。同时，中天羊业

与陕西南泥湾、黑龙江伊春市的合作也在紧锣密

鼓展开。

“过去 17年，我们实现了甘肃羊，卖全国，未

来，我们必将实现全国羊，卖全球。”陈耀祥的目

标很远大。

“做悲悯行者，做月下散步的诗人，做田间劳

作的农夫，做贫苦农民的朋友，做心中有天的商

人。”陈耀祥指着挂在公司墙上的座右铭告诉记

者，他还有无穷的前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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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摸索前行到自主构建技术体系，从基础

运维到开创高铁检修新模式。5 年来，上海动

车段科创带头人张华刻苦钻研高铁动车组核心

零部件技术，带领技术团队为企业降本增效

5600万元。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找对位置就

能事半功倍。”平日一身工装配上一副黑框眼镜

的张华，人群中不会被一眼认出，但只要踏进工

作室，立刻判若两人，在黑框眼镜背后透出一丝

严谨。

1997 年，张华从铁路院校毕业后进入上海

车辆段工作，随后的 12年一直从事与车辆机电

有关的工作。2009 年，通过择优选拔，张华从

众多高手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内第一代动车组

机械师。2010 年初，他又作为技术骨干被派往

青岛四方高速动车组制造基地学习动车组高级

修调试技术，自此，张华开始了大国技术的探索

之路。

一列标准动车组列车有近 50万个零部件，

任何一个出问题都可能影响行车安全。经过几

个月的紧张学习，张华最先拿下了 CRH2 型车

的高级修调试技术。

回到上海后，张华又用了近 1 年，熟知了

CRH2 系列 9 种细分车型的近千张电气图纸、

逾万张配线图纸和相关技术原理。2013 年 6

月，上海动车段成立，他不仅加入其中，还凭借

过硬的检修本领开始带队伍，发掘各个车间班

组的业务能手。

一次，一列高速动车组在检修过程中，驾驶

室监控屏连续报出故障代码，ACU（辅助电源

装置）锁定后停止运行，造成列车辅助供电异

常，检修试验无法继续。当大家认为需要更换

整台价值近百万的逆变模块才能解决故障时，

张华凑到屏幕前查看故障信息，他凭借敏锐的

判断力和对车型的了解，认为是温度异常导致

的故障。通过测量温度传感器后，果然发现阻

值异常，经更换故障消失，恢复了列车供电。

2015 年，以张华名字命名的技术劳模创新

工作室创办投用。经过自主研发，张华团队突

破了一系列国内外技术壁垒，项目达到投产要

求。啃下这些硬骨头还不算完，2018 年，张华

在业内首创了高铁车辆单元级调试检修新模

式，16节编组的复兴号高铁动车组列车可以同

时交由四组工作人员作业，这样大大提高了检

修效率。

从接触动车组列车养修开始，张华创下了

累计零差错养修调试 500余列高速动车组的纪

录，他还参与编制《动车组高级修工艺》《动车组

故障排查指南》等专业教材 20 余册，他攻克并

掌握了 30余项关键部件核心技术，参与建立了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气故障部件检测维修体

系，填补了行业技术空白。

有科创成果，有拿手绝活，张华曾拒绝过社

会公司千万研发资金寻求合作的提议，用张华

的话说，他的根在铁路，心在一线，他只想在高

铁运维现场圆自己的梦。这些年，张华的工作

室来了 6 位研究生。“他们个个出彩，我在他们

身上学到很多。”张华从不吝惜对年轻人的称

赞。张华也教会他们动车组列车检修不仅仅是

人机对话，也是面对自己内心的一次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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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中天羊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耀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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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初识陈耀祥时，就被他浓厚的乡土

情结深深感染。他艰苦创业近20年，一次次推动

中天企业成为地方经济明星，都源于他誓要改变

家乡面貌，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的创业初心。心系

农村、关爱农民，是陈耀祥的真实写照，也是多年来

陈耀祥经常思考的问题。

他生在农村，对这片土地有很深的眷恋。在

国家农业现代化的使命感召下，他主动扛起西部

农业产业化的大旗。先找到适合西北农业发展的

羊产业，再投入全部精力教农稼穑，带动追随他的

农民养殖户“发羊财”，打造中天模式。这种模式后

来成为甘肃做大做强羊产业的重要经验之一。

一个优秀企业的成长，离不开优秀企业家

付出的艰辛和努力。陈耀祥的两个重要思想转变

改变了中天羊业的发展历程。一是弃牛从羊，陈

耀祥从一位农户的遭遇中发现了养羊的价值，成

本小，周转快，适合西部缺资金的养殖户，进而果断

重仓养羊；二是湖羊西迁，让湖羊在大西北安家，为

湖羊在我国北方地区的成功引种作出积极贡献。

在当时看来，这两件事都很冒险，但陈耀

祥果断决策，凭借的就是企业家的洞察力、判断

力及创新精神。可以说，企业家是否具有创新意

识、创新意识强不强，决定着能否锻造出创新型

的企业。创新对于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企业家要

把创新作为终身追求，增强创新自信，弘扬敢闯

敢试、敢为天下先、敢于承担风险的精神，引领

企业不断向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迈进，在时代进

程中再立新功。

图① 陈耀祥（右一）

在中天羊业首阳循环经济

生态园向客户介绍企业情

况。 （资料照片）

图② 中天羊业的工

作人员在庆阳市合水县向

农户投放湖羊种羊。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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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在 铁 路 创 新 出 彩
——上海动车段科创带头人张华

本报记者 李治国

中天羊业在甘肃金昌建成西北最大的湖羊繁殖基地，该基地是国家动物疫病净化创建场、国家核

心育种场、农业部肉羊标准化示范场。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