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香菇看中国，优质好菇在
随州。以菇为媒，以菇为链，以菇
为桥，打好节会牌、特色牌、开放
牌，唱好经贸戏、品质戏、发展戏，
让更多随州香菇走向海内外，让更
多菇农、菇商获利，是随州乡村振
兴的兴旺之路。

“线上+线下”互动
“香菇烧菜煲汤皆可，男女老

少皆宜，活动力度空前，快来买买
买”……2020 年 12 月 25～26 日，
2020湖北·随州香菇产业博览会在
随县厉山镇炎帝故里景区广场举
办，八方佳客，共赏菇香，同步启动
的“云上菇博会”及线上直播带货
推介专场活动，直播间内主持人的
吆喝声不绝于耳。

“今年的菇博会是一场专家、
学者、企业、菇农多方参与，‘线上+
线下’立体互动的大会，见证随县
食用菌产业发展的成果。”随县县
委书记、县长陈兴旺介绍，今年是
随县第二次承办菇博会，鉴于疫情
防控的特殊情况，展销方式更加多
样。线上，甄选了一系列优质特色
食用菌等农产品，由人气主播直播
讲解、相关领导线上推介、特邀嘉
宾连线互动；线下，邀请商超、餐
饮、采购、投资商、电商等一批专业
观众，现场交流、现场品鉴，为产销
对接牵线搭桥。

“香”约随州，“菇”行天下。据
了解，本届湖北随州菇博会有200
余家国内外企业参展，700余种产
品展销，进一步聚焦香菇生产新技
术、新设备、新模式的推广应用，为

“随州香菇”产销对接搭建了稳定、
持久、高质量发展平台。中国工程
院院士、著名菌物学家李玉在随州
建了院士工作站，他说，接续举办
的湖北随州菇博会，是香菇专业的
国际性展会，是展现品牌形象、搭
建宣传平台、拓展销售渠道的行业
盛会，是引领产业发展新方向、新
路径、新趋势的行业盛会。

“菇博会对外叫响了随州香菇
的品牌，今年合作社的电商销售额
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随县万和
镇富强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曹亮说，合作社不仅开展订单种
植，指导农户科学种菇，还以随县
为中心收购全国多个省市区的香
菇产品，初加工包装后，再通过拼
多多等电商平台承接客户订单，统
一集中发货销售。2020年疫情期
间，网购成为消费者的日常生活，
由于有之前积累的运营基础和熟
客资源，加上电商平台倾斜湖北的
流量，曹亮和妹妹、妹夫一起在拼
多多上把随州香菇卖成“爆品”。

“尽管受疫情影响，但当地政
府第一时间开辟绿色通道，帮助菇
农、合作社、企业在落实防疫措施
的同时有序复工，随州香菇出口逆
势而上，稳居全省同行业第一。”随
州市副市长李国寿说，目前，全市
常年从事香菇产业30万人以上，产
业链产值已超过300亿元，香菇产
业成为随州名副其实的优势特色
产业、农民增收致富产业、外贸支
柱产业。

销售多元转变

2020年春，湖北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香菇等当季重要农产品
产销矛盾突出。同时，香菇销售的
国际市场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香菇外贸出口也面临着更大的压
力，急需尽快拓展国内的消费市
场，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

“鲜菇内销，干菇出口”是随州
食用菌产业做大做强的利器。顺
应疫情管控期间“宅经济”、电子商
务快速发展形势，随州市及随县大
力发展香菇电子商务、直销配送、
农超对接、农批对接、农社对接等
营销模式，推进精深加工，尽力稳
定国际客户，大力开拓国内市场。

以香菇酱出口为主的品源（随
州）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
涛介绍，国内香菇消费市场潜力巨
大，目前公司也正在开拓国内市
场，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主动融入
国内大循环，加速促进国内国际

“双循环”，实现了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齐头并进。

“乘着‘消费扶贫、助力湖北’
的东风，公司出口的产品逐步向国
内市场转移。”随县草店镇的耀兴
大海公司以食用菌产品出口创汇
业务为主，负责人秦金说，公司销
售正将目光着眼于国内市场，线
上、线下两条腿走路，不仅通过线
上销售产品，线下也与上海连锁超
市及大型企业陆续签订合作协议，
打造了“互联网+企业+客户”模式。

“随州香菇产业在中央倡导的
双循环大背景下，内销外贸都取得
了非常好的成绩，内销市场的规模

和价格与往年相比，继续保持稳步
增长的势头，外贸市场也仍然保持
平稳的发展。”中国食用菌协会常
务副会长高茂林分析，近年来香菇
市场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
销售方式更新升级，从过去的提篮
叫卖，摩托车供货到现在的直播带
货、原产地直达，销售方式的变化
给内需市场拓展提供了强力支撑，
香菇的市场价格稳中有涨，销量稳
中有升。

全产业链创新
随州香菇产业从随县起源，形

成了菌种繁育、香菇机械、香菇种
植、精深加工、仓储物流等全产业
链条。随着国内消费市场的升级，
香菇行业从低端价格竞争转向高
技术含量比拼，处于产业链最前端
的，当属菌种研发。

湖北裕国菇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雷于国介绍，2015年，公司
就成立了行业内首家香菇技术产
业研究院，研发团队对香菇菌种、
种植技术、农残重金属等全方位进
行研发，公司还聘请了袁隆平作为
香菇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

随州香菇产业发展，离不开科
技人才支撑。随州市政府与华中
农业大学深化市校合作，加快科研
成果的转化利用，随州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林常伦与华中农业大
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姚江林签订
《随州香菇学院战略合作协议》，将
尽快在随州建立“香菇学院”，为随
州香菇产业高质量发展培养人才。

为把品牌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2019年以来，随州市着力打造
香菇产业基地，以随县全域为核心
区，建设随县香菇产业示范园，构
建从菌种繁育、原辅料生产、基地
建设、精深加工到机械设备制造、
副产物利用、三产融合的全产业链
发展模式。

“随州香菇是湖北特色农产品
的一张响亮名片，为百姓增添了福
祉，为随州赢得了荣誉，为全省三
农增添了光彩。”湖北省农业农村
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湖北全
省正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聚
焦特色产业、培育龙头企业，延长
产业链条、提升产业质效。希望随
州香菇抓住机遇，继续加大产业培
育力度、加强精深加工能力、打造
更多知名品牌、拓宽国内外消费市
场，为农业产业强省建设作出更多
贡献。

何红卫 乐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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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案例］

湖北省随州市是中国香菇之乡，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在此分界，适宜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林木资源，造就了优质香菇生长的理想环境，

白花菇产量占全国50%以上。近40年来，随州香菇产业从一辆自行车、一条蛇皮袋走街串巷做起，到现在满载集装箱、跨越太平洋，产品远销

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步步成长为湖北省级重点产业集群。

［各抒己见］

河南将建设35个
现代农业项目

2021年河南省重点建设项
目中，现代农业项目共计35个，
其中5个项目将竣工，16个续建
项目，14个新开工项目。这些
项目类别丰富，涉及猪、牛、鸡、
小龙虾等畜禽水产，也涉及果
蔬、花卉等品类。在建的现代农
业项目中，牧原共有4个，占比
超过一成。信阳市潢川县的农
都小龙虾生态产业园将于今年
竣工。在建项目中，还有一些高
规格的农产品加工产业园。比
如驻马店市近年来大力建设的
中国 （驻马店） 国际农产品加
工产业园。该项目是农业农村
部批复建设的全国首个国家级
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目前
已具备集群式承接产业转移条
件。

陕西猕猴桃果脯今年首
批出口俄罗斯和印度

陕西省宝鸡市眉县猕猴桃
果脯出口迎来“开门红”，首批
32.5吨猕猴桃果脯已全部检验
完毕，发往俄罗斯和印度。眉县
被誉为“中国猕猴桃之乡”，猕猴
桃鲜果和猕猴桃果脯已出口多
个国家，海外市场不断拓展。近
年来，眉县猕猴桃果脯的海外订
单连年上升，而最近正是销售旺
季，虽然不幸遇到了火灾，但产
品检测合格后，海关第一时间为
企业办理通关手续，缩减通关时
间，保证产品快速通关。如今，
出口俄罗斯、印度的订单已如期
生产完毕，陆续交付客户。

青海2020年特色农产
品出口逆势增长9.4%

据从西宁海关获悉，2020年
青海省高原特色农产品出口逆
势增长，出口农产品贸易总值
1.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4%，
高于全国农产品出口增速。

2020年，青海省冬虫夏草出
口4729.5万元，占全省农产品出
口总值的30.6%，出口值居全国
第一位；枸杞出口2864.7万元，
增长3.6%，占全省农产品出口总
值的 18.5%，出口值居全国第 9
位；蜂产品出口1867.5万元，增
长89.6%，创10年来新高，对全
省农产品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
66.4%，出口值位居全国第 13
位。以上商品合计占青海农产
品出口总值的61.2%。

保护古村落，

远不止做好消防

那么简单

2021年2月14日，有“中
国最后的原始部落”之称的云
南省临沧市翁丁村老寨不幸
遭遇火灾，明火虽然已于当晚
被全部扑灭，但千年部落毁于
一“炬”，令人无比心痛。

一座千年村落在如此漫
长的历史长河中屹立不倒，繁
衍文明四百余年，却在如今被
一团大火毁于一旦，消防不力
的背后更值得深思的是现代
社会对原始村落的介入。

据《新京报》报道，翁丁村
有近400年的建寨历史，房舍
多为竹木结构，原来有 105
户，在旅游业兴起后，大部分
村民搬迁到了新村，只剩下
17户仍在老寨居住。其余村
民以每天打卡的工作形式来
古村落上班。因此实质上这
座古村落已成为了人村分离
的“空心村”。

中国的古村落建筑多为
竹木结构，易着火也易扑灭是
其特性，只要有人迅速响应，
古村落很难形成连片燃烧，这
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
么这么多年来古村落始终没
有毁于火灾，却在如今人村分
离的境遇下毁于一旦。自然
灾害的不可抗性是一方面，而
人村分离则是让古村落毁灭
所不能忽视的重要一环。

这场火灾下，我们该反思
的，也许是现代文明如何与传
统文化和谐共存的问题。古
村落作为民族文化保留的基
本单位，对延续中华传统文明
基因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在这种古村落中，原住民
与村落的共生关系、人与村
落之间创造的特有的民族文
化，又当是其中最值得保护
并且尊重的景观。屋舍兴许
可以复原，但人村之间的共
生关系却不能一如往初。现
代文明虽然为传统文化的保
护带来了修复科技和高效政
策的支持，却也在另一方面如
洪水猛兽般冲击着原生态的
传统文明。

现代性和全球化让人们
的生活更加多彩便利的同时，
却在另一方面让人们的生活
变得同质化，我们在此潮流下
裹挟成为单向度的人，古村落
的原始生活方式在现代文明
下显得更加珍贵。因此，对于
传统村落的开发，开发者应当
更尊重原住民的原始生活方
式，尽力保留传承并延续原住
民文化景观。外表的修缮虽
能一时让游客眼前一亮，增进
旅游业的发展，但倘若丧失了
古村落的文化内核，则失去了
传统文明基因真正最抢眼的
底色，也就失去了真正能留住
人心的部分。

莫让古村落毁于现代文
明之炬，远不止做好消防那么
简单。

刘子云

被誉为“中原粮仓”的河南省驻马店市，紧握粮食这张王牌，一产“接二连三”融合发展，以“农头工尾”为抓手，延伸产业链、提升价

值链、打造供应链，建成农产品加工超千亿产业集群，迎来快速发展时期，成为中原农区向工业化转型的生动样本。

［选载·建设管理］

本 书 对 于

指导农民专业

合作社健康发

展、规范经营具

有重要参考价

值。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举措，是创

新农村经营体制、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有效方法，更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促进

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2）合作社理事长须将章程、大会记录、理
事长记录、社员名册等文书备置在主事务所，以
公开合作社的运营情况。

（3）经社员若干人同意，可要求查阅合作社
会计账簿；无特殊理由，合作社领导不能予以拒

绝。
（4）对合作社业务有违反法规或章程的疑

问时，经社员若干人同意，可请求有关部门派人
检查合作社业务。

（5）设立合作社运营评价咨询会议。它由
社员代表和社外合作经济专家若干人组成。其
基本职能是：评价合作社运营状况，提出完善合
作社运营的对策等。合作社理事长须向理事会
和大会报告该会议提出的对策，并努力加以实施。

（二）社务公开的形式
第一，以公开栏的形式公开。在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办公地点设置社务公开栏，将公开事
项逐条予以公布，并设置意见箱。

第二，以会议和公开信的形式公开。通过
召开成员（代表）大会，发放社务公开内容资料，

宣读公开内容进行公开。合作社还需要定期印
发社员公开信并公开社员应知的内容。

第三，以填写发放社员证的形式公开。设
计制作集注明社员身份、股金证明、社员个人账
卡、社情员意、明白卡等于一体的社员证，适时
填写发放公布，但不得取代公开栏。

（三）社务公开的时间
每季度月底应该公布基本社务，且每年需

定期公开四次。财务公开内容需每月公开一
次。填发社员证公开，一般一年一次。此外，应
当及时公开的事项需要随时予以公布。

（四）社务公开的程度
第一，依照政策法规和社员的要求，监事会

需根据本社的实际情况，提出社务公开的具体
方案。 （未完待续）

新年伊始，行走于天中大地，
热火朝天的农加工场景比比皆是，
农业田野中茁壮生长的“工业大
树”叶茂根深。

1月29日，在遂平克明面业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24条生产线“火
力全开”，将颗粒饱满的优质小麦
磨制成面粉，经过和面、烘烤、压延
等一道道全自动工序，一天能生产
近1200吨精品挂面，涵盖300多个
风味品类。

“我们生产的挂面第二天就能
在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商超新鲜
上架。”遂平克明面业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张应伟介绍，依托遂平基
地，去年公司年产值达12亿元。

驻马店正道油业有限公司将
注意力放到了“一粒芝麻”上，用20
年时间围绕芝麻深耕，成为河南芝
麻油业的翘楚并逐步将产品推向
全国，在农产品加工方面探索“小
精专”式发展。

如今，在驻马店，农产品加工
企业达1710家，农产品加工转化
率达65%，重点龙头企业达86家，62
个农业产业化集群，规模稳居河南
省第一，全市农产品加工业年产值
突破1800亿元。

泌阳花菇、平舆芝麻、西平小
麦、正阳花生……在农产品加工业
的带动下，每种农作物都“链接”起
一个大产业，吸引了今麦郎、徐福
记、君乐宝、鲁花、恒都等精深加工
企业先后抢滩进驻。

“院士经济”
引发“蝴蝶效应”
在驻马店市正阳县，有一个被

农民称赞的“黏土奇迹”：正阳是黏
土地，本不适合种花生，却成了全
国花生种植第一大县。

“这背后是科研的力量。”正阳
县委书记刘艳丽说，2017年以来，
正阳设立了1个院士工作站、5个
博士工作站，进行花生品种研发和
种植改良，培育出全国第一个亩产
达400公斤的高油酸花生品种，由
此释放出“蝴蝶效应”。

如今，正阳常年种植花生170
多万亩，年产量50多万吨，丰富的
花生及秸秆资源吸引鲁花集团、君
乐宝等龙头企业入驻。

在正阳鲁花厂灌装车间，全自
动生产线每小时可产6000桶食用
油。“两年前，企业来这儿是看中这
里的花生资源，现在一年消耗30万
吨花生，占了全县花生年产量的六
成。”正阳鲁花浓香花生油有限公

司总经理宫世涛说。
“花生榨油，秸秆养牛”。正阳

建起了全省单体规模最大的现代
化牧场以及乳制品加工厂。“这有
13条生产线，日产酸奶600吨。”正
阳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冯
建忠说，去年企业产能7万吨，带动
1800多户农民从事奶牛养殖、饲草
料种植；同时推动物流、包装等10
多个产业发展，辐射带动2000多人
就业。

“蝴蝶效应”远非如此。为满
足花生生产需求，正阳兴起了38家
花生机械企业，年产6万多台花生
机械，远销苏丹、印尼等国家。建
立了花生现货交易中心、花生产品
电商物流中心和282个电商物流服
务站，电商经营主体达到 8500 多
家。

目前，驻马店市建立院士工作
站12个，涵盖花生、食用菌等特色
产业。作为全市“院士经济”的一
个缩影，如今，正阳花生精深加工
企业有32家、产品有50多种，形成
龙头带动、品牌集中、品类齐全的
加工体系，担负起全县九成以上贫
困户的精准脱贫任务。

“引进式发展”
集聚“规模红利”
在自动化注射液体菌种后，一

排排内部装满培养基的透明塑料
瓶，通过空中传输带，被送进能容
纳5万瓶的出菇房，经自动抬升被
整整齐齐地摆进10层货架……这
是记者在驻马店市泌阳县鲜菇坊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看到的一幕。
作为年产值百亿级的产业集

群，泌阳县食用菌产业通过“招大
引强”，正逐步推进信息化、智能
化，从昔日低附加值的单一种植，
向科研、精深加工、贸易等全链条
产业转型，以产业集群化释放规模
红利。

地处伏牛山、桐柏山交汇处的
泌阳县，适宜各类食用菌生长，种
植面积大，但是过去附加值低。“集
群化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泌阳县委书记张树营说，通过引进
食用菌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关联企
业12家，年生产加工能力22万吨，
使农业与现代产业要素紧密融合，
附加值和区域影响力明显提高。

今年泌阳食用菌鲜品产量有
望达到50万吨，值得一提的是，加
工率高达80%，下游开发了休闲食
品、菌类药物等新产品，受到市场
认可。

泌阳另一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是由夏南牛产业引发。通过引进
肉牛加工龙头企业，如今，该县已
建成2个存栏超2万头的肉牛规模
养殖场，带动建成年产8万吨的肉
牛精饲料加工厂和年产30万吨生
物有机肥加工厂。

在肉制品精深加工方面，河南
恒都食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公司一年加工牛肉5万吨，开发
有牛排、牛肉干、休闲食品等100多
种产品，七成以上的产品通过电商
销售。

张树营介绍，为保障肉制品线
上销售，泌阳构建了贯通全国的物
流配送体系，在沃尔玛等大型商超
建设直营店100多个，打造网络销
售终端3500家。

“接二连三”
崛起超千亿产业集群
农产品加工业一头连着农村，

一头连着城市，是为耕者谋利、为
食者造福的产业。近年来，驻马店
以“农头工尾”为抓手，依托县域发
展形成农产品加工超千亿产业集
群，由此推进工业化转型。

据了解，今年2月至4月疫情
期间，在面制品等销量骤增情况
下，驻马店销往郑州、长沙、重庆、
福州、成都等城市面粉近8万吨、挂
面6.1万吨、食用植物油7200吨，为
维护中西部食品市场稳定发挥了
积极作用。

作为农业大市，驻马店常年粮
食种植面积稳定在1800万亩，粮食
总产700万吨以上，占河南的1/8。
驻马店市委书记陈星表示，驻马店
紧握粮食这张王牌，着力推进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推动研发引进来、
加工搞起来、电商做起来，不断发
展和壮大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

据统计，驻马店市农产品加工
企业有1685家，年产值达1800亿
元，是全市第一大支柱产业和首个
超千亿级产业集群。今年以来，全
市食品工业“逆势增长”，前三季度
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速10.53%。

王丁 王圣志 孙清清

这几天，尕秀村迎来明媚天气。
从远处眺望，天空一片澄碧，一

排排藏式院落整齐排列，炊烟袅
袅。村民拉毛加和妻子坐在家中，
围在暖烘烘的火炉旁，忙着拌糌粑。

一阵风吹过，院子里的秋千轻
轻摇曳，仿佛在捕捉春的气息。

“草原上的春天总是来得迟，但
我们不像以前那样害怕寒冷了。”拉
毛加说。围着火炉，他回忆起以前
的生活。

59岁的牧民拉毛加居住的尕秀
村，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
曲县尕海镇。过去，这里是一片荒
地，杂草丛生。

拉毛加一家人居无定所，白天
放牛，晚上扎帐篷过夜。冬季是他
最害怕的季节：“草原上的风无孔不
入，一家人缩在帐篷里，都不敢出

去。”
2005年，碌曲县在尕秀村建造

了第一个游牧民定居点，配套了水、
电、道路等公共设施。包括拉毛加
在内的很多牧民，搬到了尕秀村，每
家还分到了一亩宅基地。

住惯了帐篷的一家人，搬进砖
瓦房之初还是保留着老习惯：妻子
将生火取暖用的牛粪贴在院墙上；
院内院外堆放着各种杂物，锅碗瓢
盆到处乱扔。

甘南州风光秀美，民俗风情别
具一格。然而，多年来，当地人过度
放牧，不注意环境保护，让这片秀丽
山水蒙了一层“灰”。

2015年，甘南州发起了全域无
垃圾专项治理活动，将环境整治的
触角延伸到老百姓的炉台、灶台，以
此为突破口，提升生活标准，转变发

展方式。
在此基础上，甘南州还启动了

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一批农牧村
成为乡村旅游的明星村。

当地政府以农牧户自筹 3 万
元、政府补贴2万元为基准，帮助当
地牧民改造提升牧家乐。为了帮助
牧民提升经营模式和服务水平，相
关部门还引进龙头企业，为牧民提
供免费培训，推动企业和牧家乐开
展餐饮、民宿等各方面合作，激发企
业的带贫作用。

作为第一批生态文明小康村，
尕秀村对全村进行了景区化提升改
造，发展全域旅游。在突出民俗特
色、注重保持原生态乡村风貌的基
础上，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大力改善
人居环境。

一时间，尕秀村成了旅游热门

地。看着熙熙攘攘的游客，拉毛加
打起了“转行”的主意。

2017 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
下，他开了一家牧家乐。

刚开张的一段时间，拉毛加的
生意并不如意：他和妻子使出浑身
解数，推出拿手的藏餐，但游客因吃
不惯、并不买账；他将几间客房打扫
得一尘不染，可游客一进屋，发现没
有淋浴间和无线网络，转身就走。

拉毛加意识到，自己的“转行”
还差点火候。得知县上组织多项针
对牧家乐的培训，他动员全家人踊
跃报名。“厨艺、经营管理什么都学，
确实学到不少东西。”他说。

为了让游客有宾至如归的感
觉，拉毛加研究改良饮食口味，还给
每间客房装了独立卫浴、电视和无
线网络。同时，他策划的品尝酥油

茶、游客动手拌糌粑等民俗体验活
动深受游客喜爱。妻子做的牦牛
干、酸奶和酥油也成了畅销品。

“住在这里，既能体验当地民
俗，现代化设施也一应俱全，十分方
便。”来自浙江杭州的游客王罗英
说，此次旅行让她惊喜连连。

2019年，尕秀村顺利申报成功
国家4A级景区，成为甘肃省第一个
村级4A级旅游景区，吸引越来越多
游客前来体验独特的藏式民俗风情。

数据显示，2020年，尕秀村全年
共接待游客69万人次，全村旅游从
业人员400多人，全村综合性收入
超过400万元。

“以前满脑子都是牛羊，现在眼
界宽了，每天都在琢磨怎样把牧家
乐发展好，怎样吸引更多游客。”拉
毛加说。 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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