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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周刊］
大力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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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红玉

王子娟今年47岁，家住吉林省公主岭市
刘房子镇石丰村，农嫂公司刚成立，她们家就
为农嫂公司种植甜玉米，她和他爱人也来到了
农嫂公司打工。她在向采访者说起这番话时，
满脸洋溢着浓浓的幸福感。

王子娟打工所在的农嫂公司是“吉林省农
嫂食品有限公司”(简称农嫂公司) 。她坐落在

“中国玉米之乡”——吉林省公主岭市，是“世
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吉林省玉米带”的核
心种植区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依靠国家惠农政策公司在黑土地上诞生
农嫂公司董事长、也是公司主要发起人之

一的隋书侠说：“有好的想法我一定要去实践
它。”今年52岁的隋书侠2012年前曾开过餐饮
店、美容院、二手车辆经营公司等。隋书侠决
定尝试一个新的领域——鲜食玉米加工。因
为党和政府的惠农政策一个接一个的出台，极
大地燃起了她投身农业领域创业的激情！于
是她和齐新江一道，在2012年5月，发起成立
了吉林省农嫂食品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

企业创建之初，可谓是一张白纸。玉米种
植基地建设、与农民签署合同协议、选址建厂、
设备安装、员工招录、市场开拓等，她都要事事
亲自抓，最终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厂房
建设，4个月就实现了投产，当年就生产出了
30万穗即食鲜玉米。大家看着产品满心欢喜，
但是接着就开始为销售发愁了。由于经验不
足，第一次销售出的20多万元产品，在发往杭
州某大型超市时需要补交条码费，利润所剩无
几。第一年，公司就以亏损收官。

隋书侠交了“学费”，也使她更清醒地认识
到企业要发展，要占据有利市场，就必须要提
高自身的企业管理水平。于是，她一边进修
MBA课程，一边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紧紧抓住质
量这个核心环节。同时，根据市场需求，企业
进行了产品转型。2013年，隋书侠带着公司
生产的系列产品到日本、俄罗斯等国际知名食
品展会参展，外国友人吃过公司生产的甜玉米
后竖起了大拇指，伊拉克的一家客户到公司参
观后，更是拿出1万美金直接订货。

日本和韩国对鲜食玉米需求量大，但对质
量要求却十分严格。2014年，一位日本的客
户到公司实地考察。路上，日本客户品尝了公
司预先准备的鲜玉米后赞叹不已，立即一次订
货40万穗。从此，来自日本的订单纷至沓来。

电商平台助力公司产品销售
农嫂公司的发起人之一，公司总经理齐新

江表示：“2012年公司成立之初，电商也是刚刚
兴起，善于抓住机遇的董事长就跟我说，这是
个新生的销售渠道，潜力巨大，我们一定要与
它们合作好，建设好，发挥好它们的优势作
用。”公司在这种销售理念的指导下，我们
2013年就开始与电商平台合作，进行线上销
售。到目前为止，电商线上销售占据公司产品
销售的近40% ，电商是公司发展不可缺少的助
力平台！”

据了解，农嫂公司自2014年至今，分别在
天猫、京东、苏宁易购、唯品会、考拉等平台开
设了旗舰店，今年5月在拼多多平台开设了专
营店。电商渠道销售的产品分为两大系列，糯
玉米系列和水果甜玉米系列。糯玉米系列有
黄糯、黑糯、花糯、糯玉米粒等。水果甜玉米系
列有，即食水果甜玉米穗、水果甜玉米段和大
包装餐饮用的水果甜玉米粒产品等。2018
年，农嫂公司总产值9500万元，电商2018年度
销售额为2850万元。占比30%。2019年计划
总产值1.2亿元，电商2019年度计划销售额
3500 万元，实际销售额 5100 万元。占比
42.5%。年度同比增长177%。在公司电商技术
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公司今年上半
年又进入了一个电商新平台——拼多多。我
们会根据拼多多数据进行测款，着手研发新款
产品，精细化地开发多款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
产品。”

齐新江说，公司下一步销售是将农嫂公司
部分核心技术产品专项进行网络销售，以塑造
核心产品品牌。通过电商平台大数据技术优
势，收集个性化需求，把高端产品的定作，作为
企业电商业务的发展方向，我们在借力其它电
商平台的同时，也借力拼多多平台，推动‘线上
销售’，加速打开新消费市场，发掘出增量消费
需求。

农嫂让玉米升值让农民增收
农嫂公司目前与之合作的农民种植合作

社有100余家，分布在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
省等 3 省 16 市县，种植面积 20000 亩。其中
80%以上的基地在公主岭市及吉林省内其它市
县种植，直接使种植户农民的收入提高了20%
~25%。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
模式，成立了吉林省农嫂甜玉米农业合作社，
公司全年雇用工人基本为公主岭市周边农民
及贫困户，极大提高了农民及贫困户的收入。

齐新江坦言：“我们选择在辽宁省的大连
地区种植甜玉米主要是为了抢前，每年6月份
就可以收获，最大程度保留玉米的‘青’味，吉
林省是正常月份8月收获，黑龙江省牡丹江地
区延后收获，吉林省珲春市可延后到9月中旬
甚至更晚收获。据统计，为农嫂公司种植玉米
的合作社或农户每公顷能多增收3000元，玉米
秸秆还可作青饲料，每公顷能收入600元钱，为
我们公司种植玉米的很多农民多数到我们公
司来打工，平均每人每年工资收入至少在
30000元以上。”

在采访中得知，农嫂公司现阶段主要生产
真空保鲜甜糯玉米穗、甜糯玉米段、甜糯玉米
粒等相关玉米系列产品。现已建成总占地面
积7万ｍ2，两个国内领先的现代化鲜食玉米
加工工厂，2019年生产加工真空保鲜甜糯玉米
穗/段3500万袋，真空甜玉米粒500万袋，真空
充氮玉米粒1000万袋，产值预计达到1.5亿元
以上，年解决劳动就业人口超过1000人，产品
已经打入国内20几个省市自治区的市场及16
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农嫂公司现在是集研、
种、产、销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企业。
公司先后被评为吉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中国好粮油”示范企业；吉林省粮食安
全宣传教育基地等;公司的鲜食玉米产品被评
为吉林省名牌产品、第十五、第十六届中国国
际粮油交易会金奖产品；在第23届中国鲜食
玉米、速冻果蔬大会上公司被评为2014-2017
年度全国鲜食玉米产业加工十强之一。农嫂
公司真正做到了“富农强企”这边独秀！目前，
农嫂公司以更高标准的质量生产的产品，已经
成为鲜食玉米产业的知名品牌。

“我们家是2012年为农嫂公司种植5公顷甜玉米，每年能收入10万元以上，我和我爱人在公司里打工，每人每年能收入4~5万

元。我们村里凡是与农嫂公司合作的农户这几年收入都很好，也都富裕了起来。”这是正在农嫂公司里工作的王子娟所说的一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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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开原市：

小香菇撑起了“脱贫梦”

□周勉

换上统一的工作服，戴上一次性
的手套、口罩和帽子，擦上酒精消毒，
给菌棒注菌……一大早，天还没亮，
家住辽宁省开原市林丰满族乡魏家
村的郭颖就来到了村里的香菇种植
合作社上班。

郭颖今年63岁，曾是村里有名
的贫困户，老伴由于车祸造成瘫痪已
经卧床40多年了，前些年家里就靠
郭颖一个人种地维持生活，每年收入
仅有1000多元。“早就想出去打工，
但是老伴离不开人，而且我年纪也大
了，到哪儿也没人要。”郭颖说。

“魏家村地处山区，林多地少，人
均耕地面积不足2亩，多年来，村里没
有集体收入，村民主要靠种玉米维持
生活。在魏家村，像郭颖这样的贫困
户有近百人。”魏家村党支部原书记
魏俊田说。

“要让贫困户真正实现脱贫就要
发展产业。”2017年，魏家村村两委
经过多方考察，发现这里的温度与湿
度适宜香菇生长。在乡里政策和资
金的支持下，当年年末，村里成立了
香菇种植合作社，建起了40栋香菇
大棚。

香菇扶贫项目的启动，让郭颖这
样的贫困户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郭颖
说。

魏俊田告诉记者：“大棚里最多
时有30多位贫困户同时做工，平均
每人每天能有100元的收入。”

由于香菇种植见效快，魏家村的
香菇种植合作社2018年年底产量就
达到100多万斤，产值达到200万元，
在这里务工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
收入增加了2000元。

第一次种植香菇就见到了效益，
村里立即着手扩大种植规模。2019
年，魏家村引资200万元再建40栋大
棚，全村大棚数量达到110栋，年产
量达到180万斤，总产值500多万
元。目前，魏家村的香菇已经销售到
全国10多个省份，今年有望实现出
口。

走进魏家村，100余栋标准化香
菇大棚在大田里次第排开，走进大
棚，菌棒、菌种整齐地摆放其中，阵阵
菌香扑面而来。如今，魏家村的香菇
扶贫项目在菌棒研制、技术指导、规
范管理等每个环节都不断优化升级，
全产业链已具雏形。

如今，魏家村的脱贫指标全部达
标，实现了整村销号。郭颖一家也随
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郭颖已经成为
合作社里的技术能手，倒垛、扒袋、采
菇、注菌等工作样样娴熟，仅2019年
就收入2万多元。

“现在扶贫政策这么好，在家门
口就能把钱挣了，生活越来越有奔
头。”郭颖说。

闵行区民政局、闵行区社会团体管理局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发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下列民办非企业单位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核，准予登记，

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现予以公告：

（2019）第18号

单位名称
上海闵行区莘庄三人行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莘庄心欣社区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颛桥镇童爱青少年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翌马羽毛球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晨曦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古美社区乐健长者照护之家
上海闵行区第一太平洋人工智能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悦心安颐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康而寿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古美凯尔福托育园
上海闵行区梅陇社区田园许泾长者照护之家
上海闵行区江川社区合韵长者照护之家
上海闵行区环科垃圾分类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隐形的翅膀公益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杨门濮传太极拳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启跳青少年篮球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梅陇臻美社区为残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七宝优凯社区青少年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康恒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宸嘉青少年足球俱乐部
上海闵行莘庄工业区芙优珏社区家庭教育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闵乐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浦江社区东风长者照护之家
上海闵行区浦锦街道托德托育园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4999号1115室
上海市闵行区广通路66弄3号129室
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560号二楼220室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1299号1幢201室
上海市闵行区莘福路288号1栋313单元
上海市闵行区平阳路452号2楼-2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518号B1层101、103室
上海市闵行区恒南路1288号1幢3层东区302室
上海市闵行区沁春路267号
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路995号、997号
上海市闵行区许泾村2组61号62号63号
上海市闵行区兰坪路131弄13号
上海市闵行区平阳路258号101室
上海市闵行区光华路445号202室
上海市闵行区莘松路225弄26号701室
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2888号宝利大楼7楼703室
上海市闵行区镇西路78号103室
上海市闵行区荣谊路108弄90号
上海市闵行区向阳路558号130室
上海市闵行区东兰路248号65栋3楼D03室
上海市闵行区瓶北路479弄18号210H
上海市闵行区莲花南路3999弄10号810室
上海市闵行区苏召路东风村八组16号、25号、54号、55号，十三组49号
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路2049弄21号

法定代表人
李大燕
郭庆华
张清军
陈振为
金松林
傅 蓉
李 琴
王文斌
余国强
吴张俊
林海涛
孙 佳
牛广成
张智勇
陈卫中
汤 军
肖文俊
陈 乐
赵 超
程 胜
张汉韬
唐婧雯
邹海娣
乔郦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10112MJ51398952
52310112MJ5139908P
52310112MJ5139916J
52310112MJ5139924D
52310112MJ51399328
52310112MJ51399403
52310112MJ51399590
52310112MJ5139967T
52310112MJ5139975M
52310112MJ5139983G
52310112MJ5139991B
52310112MJ5140001M
52310112MJ514001XD
52310112MJ5140028D
52310112MJ51400368
52310112MJ5140052X
52310112MJ5140060Q
52310112MJ5140079M
52310112MJ5140087G
52310112MJ5140095B
52310112MJ51401081
52310112MJ5140116U
52310112MJ5140124N
52310112MJ5140132H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发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下列民办非企业单位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核，准予变更
登记。现予以公告：

（2019）第1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发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下列民办非企业单位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核，准予注销
登记。现予以公告：

（2019）第20号

单位名称
上海闵行区汉霖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颛桥君则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吴泾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闵行区益部落科技创业指导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浦江春天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尚德坤庭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联卓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装饰装修行业人才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莘庄臻心为残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美高教育培训学校
上海紫华沪剧团
上海紫竹国际教育专修学院
上海闵行区凯瑞宝贝托育园

上海闵行区欧文七彩早期教育培训学校
上海市欣梅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古美路街道精神康复日间照料站
上海闵行区莘庄工业区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闵行区莘庄工业区敬老院

变更事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住所
住所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名称
法定代表人
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变更前
孙三弟
刘 威
李 洁
上海闵行区益部落科技创业指导服务中心
张云华
姜海洋
闵行区老虹井路351号甲
闵行区伊犁南路111号10楼
张优平
闵行区纪翟路988号3楼301-310室
王彩珍
吴凤羽
上海闵行区凯瑞宝贝托育园
庄 俊
上海闵行区欧文七彩早期教育培训学校
周建平
汤春红
杨 盛
张文刚

变更后
柯书琴
许成龙
严 娜
上海闵行区云部落科技创业指导服务中心
邹海娣
姜晓勇
闵行区金都路1199号2幢2层207室
闵行区古北路1699号1501-1室
江 良
闵行区北松公路1250号
王彩萍
陈清华
上海闵行区古美全之未来托育园
罗雯璐
上海闵行区笛倍早期教育培训学校
张梅华
宦红梅
梅 静
杨 盛

单位名称
上海闵行区江川路街道华坪敬老院
上海闵行区浦江彩生活乐居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颛桥爱路志愿者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江川路街道碧江敬老院
上海市闵行数字化教育研究与咨询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华漕睦邻调解宣教服务中心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兰坪路131弄13号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谈中路145号205室
上海市闵行区颛桥镇中沟路385号205-6室
上海市闵行区碧江路280弄17号甲
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350号闵行区教育局信息中心301-302室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北路185弄41号

法定代表人
王征雄
金春辉
吴晓静
王征雄
张中涛
郑夏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10112729407219Y
523101120885506395
52310112329593462P
52310112729407227R
523101123415229238
52310112310546973D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0号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下列社会团体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核，准予登记，其合法权益受国家
法律保护。现予以公告：

（2019）第21号

单位名称
上海市闵行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
上海市闵行区颛桥镇商会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商会
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路街道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商会
上海市闵行区虹桥镇商会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商会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镇西路78号108室
上海市闵行区联农路229号二楼212室至214室
上海市闵行区谈中路220号401室
上海市闵行区莘朱路970号第二幢103室
上海市闵行区古龙路1125号三楼B区
上海市闵行区庙泾路58号212室
上海市闵行区合川路2885号C楼217室
上海市闵行区北松公路2188号1号楼105

法定代表人
卢慧文
张新华
孙翠萍
张凤飞
江 海
陈 峻
张玲琍
虞明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310112MJ5130305E
51310112MJ51303139
51310112MJ51303214
51310112MJ513033XU
51310112MJ5130348U
51310112MJ5130356N
51310112MJ5130364H
51310112MJ5130372C （下转B7版）

DONG FANG CHENG XIANG BAO
2020/1/14 星期二B6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