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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产业新闻

让信息化成为农业腾飞的翅膀
——记信念集团董事长叶传林

产业天地

河南金隆菇业有限公司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每年在全国直接推广

大球盖菇、赤松茸6000余亩，建卡帮扶当地困难户237户，培训农民近

6300人次。近几年，该公司积极探索“公司+合作社+示范农户”模式，

大力推行“一亩田四种四收”种植模式，逐步推进示范点规模化、产业化，

带动更多群众跟进发展，形成集体经济收益、特色产业辐射、群众增收致

富、企业规模扩大的多赢局面。图为11月5日，利金站（右三）向种植户

传授食用菌栽培技术要领。 本报记者郭明瑞摄

立足天然禀赋、加强引导扶持、创建区域品牌

嵩县让小香菇强县富民

优质平菇生产观摩交流会召开

省重大公益专项支持、利用全麦玉米等谷物制备出菌粮

营养保健 市场无限

冬菇的管理 技术指导

□本报记者郭明瑞通讯员韩豫文/图

发展食用菌 开辟致富路

人物风采

嵩县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伏

牛山腹地，具有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光照

充足、雨量适中的气候特点，年平均气温

14.1℃、降雨650~850毫米，是香菇种植

的黄金地带，加之是山区，多数地方海拔

超过500米，有很多海拔700米以上的河

谷、盆地，植被茂密，昼夜温差大，特别利

于香菇子实体干物质的积累，更造就了香

菇盖大柄短、质密肉厚、滑嫩鲜美、香味浓

郁的优良品质。

嵩县的食用菌种植可追溯到20世纪

80年代，当时嵩县南部的白河镇、车村

镇、木植街乡等乡镇的村民利用椴木栽培

木耳、香菇等食用菌，后来从泌阳等地聘

请技术人员，引进食用菌袋料栽培。

近几年，嵩县县委、县政府累计投入

资金1.2亿元，建设标准化食用菌基地70

余个，种植香菇、平菇、大球盖菇、羊肚菌、

黑木耳等10余个品种。2021年，全县食

用菌种植规模达1.5亿袋（其中香菇1亿

袋），年产鲜菇13万吨左右，产值约10亿

元，综合效益达40亿元以上，为我省食用

菌十大基地县，产能位居全省食用菌生产

县第四位，现已形成以白河镇、木植街乡、

黄庄乡、车村镇、城关镇5个超千万袋的

香菇特色乡镇为主，遍布全县各乡镇的食

用菌生产格局。

支持力度大产业发展稳

2017年以来，嵩县县委、县政府把食

用菌种植作为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连续

5年出台食用菌产业发展奖补政策，设立

食用菌科技创新发展奖补、企业带贫奖

补、贫困户直接奖补、规模户食用菌种植

奖补等，建立食用菌基地，促进产业发

展。截至2021年，全县1500余户贫困户

通过香菇种植人均年增收3600余元，已

全部脱贫摘帽。

特别是近几年，在省农科院植物营

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食用菌

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国家食用菌产业技

术体系郑州综合试验站站长康源春教授

的带领下，河南省食用菌“四优四化”项

目落地嵩县，连续三届河南省夏季香菇观

摩培训会在嵩县召开，为嵩县的食用菌产

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提高了

嵩县食用菌的知名度，叫响了“嵩县花菇”

品牌。食用菌产业的后续发展将带动更

多农户增加收入，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

注入活力。

经营主体多产品销售旺

通过政府扶持，企业、个人兴建，嵩县

现已建成标准化的菌棒生产工厂8家、菌

种生产工厂5家、工厂化双孢菇生产基地

一个，从事食用菌生产的合作社达156

家、家庭农场达 32 家、家庭经营户达

1000余家，有标准化香菇生产基地70余

个，用于香菇保鲜的冷库40余座，香菇产

品加工基地两个。全县每年通过电商销

售香菇2500吨，销售香菇酱、即食香菇片

等产品3000吨左右。

品牌创建快产品质量优

为提高嵩县香菇的知名度，嵩县政府

积极引导企业加快“三品一标”申报，连年

召开“嵩上好礼”区域公用品牌创建运营

和省级食用菌会议。目前，嵩县食用菌注

册品牌4个，3家企业生产的香菇荣获国

家绿色A级产品认证，两家企业生产的香

菇荣获国家无公害级产品认证，6家香菇

生产企业荣获名优特新生产企业称号。

2021年4月，“嵩县香菇”成功入选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目录。嵩上好礼香菇品牌

畅销省内外。

（嵩县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张宜伟）

以产业带动为突破口
夯实农业基础

结合多年的创业实践，叶传林发现

农业生产具有四大痛点：农民居住地点分

散、劳动场所分散，用传统方法和现有技

术难以实现科学化管理；农民习惯自种自

收，不习惯合作经营，为农业产业集体化

发展带来阻力；适合中国农业生产的机械

化程度有待提高，软硬件结合不够，系统

不完备；农业经营范围广，农民人数众多，

农村地域宽广，很多乡村产业振兴无从

下手。

针对这四大痛点，叶传林投入数亿

元发展香菇、蔬菜、养猪三大扶贫产业，

在卢氏县15个乡镇50多个村建起产业

基地，成立了187个合作社，带动3500

余户农民脱贫致富，户年均收入超过2

万元。林海兴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先

后被评为全国万企帮万村先进民营企

业、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叶传林

获评脱贫攻坚奉献奖和河南省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并被推选为中国扶贫开发

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

信念集团的扶贫和现代化管理模式

受到多位国家、省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和

高度赞扬。信念晨帆科技软件公司开发

的农业管理软件受到工信部和省农业农

村厅的高度赞誉，工信部派专人跟踪关

注这一管理软件系统，省农业农村厅评

价其为“打通农业最后一公里的优秀软

件”，并特邀该公司技术人员对全省农业

农村部门负责人进行培训。农业农村

部、财政部等多次组织相关单位到卢氏

县进行现场观摩，多位省级领导到卢氏

县考察调研后提出食用菌强省战略，要

求各县县长观摩学习。

以乡村数字化为目标
促进农业发展

叶传林目前已经出版7部著作，拥有

专利80余项，仅自2016年到卢氏县创

业4年多时间，就写了两部共计30万字

的著作。

结合卢氏县域实际，叶传林以农

业产业为载体，与河南工业大学、郑州

大学建立合作关系，主持开发了农业

管理软件、人事管理软件和农产品质

量追溯系统。通过在卢氏县的实际应

用，这些信息化管理软件和系统使用成

效显著，一是大数据软件管理系统及自

动化记录传输设备在香菇工厂、香菇生

产基地的应用，使农民享受到高科技带

来的红利，使标准化生产变得轻松愉

快，生产成本降低，生产效益提升。二

是农业管理软件和质量追溯系统在卢

氏县农业农村局、卢氏县商务局、三门

峡海关监管的部分企业应用，得到了

广泛的认可和高度的好评，并在卢氏

县“双安双创”评选中发挥了重大作

用。三是林海兴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应用软件综合管理系统，及时发现了导

致香菇菌棒生病的病根和香菇产量难

以提高的问题所在，通过软件平台，形

成网上竞价机制，“有盼头香菇”好卖、

价高、不欠款，销售业绩提高。四是应

用人事管理软件，实现了对农民工的精

准、科学、人性化管理，既满足了农民

工自由、自主、个性化劳动的需求，又

实现了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益的生产

目标。

以乡村振兴为契机
绘就美好蓝图

叶传林认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企

业，要融入国家的发展战略，立足实际，

发挥优势，为国家的乡村振兴作出应有

的贡献。为此，他瞄准乡村的数字化建

设，绘就了发展的蓝图。

一是依靠信念集团香菇产业先进

的管理模式和在大数据信息化上已经

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力争使卢氏县的香

菇产业在信息化、大数据管理软件系统

上取得新突破。二是立足卢氏放眼全

国，从农业上找到新的发展突破口，和

腾讯公司联合成立农业大数据开发公

司，在卢氏县建立一个农业生产、销售、

采购的高标准大平台，既服务卢氏县的

农业产业发展，同时也为外地乃至全国

的客户提供便利。

奥吉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兰

考县张庄村，是一家以高档食用菌双孢菇

基料生产、种植、深加工与销售为主的农业

高科技股份制企业，具有独立进出口经营

权。近年来，公司致力于发展褐蘑菇的工

厂化种植，引进欧美成套生产设备和菇房

控制系统，执行行业领先的工厂化生产标

准与有机食品操作流程，主导制定了河南

省地方标准——《河南省褐蘑菇工厂化生

产技术规范》（编号：DB41/T701-2011），

现已发展成为拥有多家子公司与生产基地

的集团型企业。

该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河南省扶贫龙头企业，河南省诚信经营

企业示范单位，商务部食用菌协会副会长

单位，河南省农产品出口基地，河南省无公

害农产品生产基地，河南省科技中小企业，

河南省诚信经营示范企业。

据不完全统计，公司生产基地已安排

2000余名员工就业，人均年收入达5万元，

其中90%以上都是当地农民工。公司与工

厂周边98户农民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其中

困难群众21户。公司以年度为单位按每

户农民出租土地的亩数以土地租金的形式

对他们进行经济补偿，这些农民通过流转

土地参与公司经营，共享了企业发展成果，

持续稳定地增加了个人和家庭收入。公司

还成立奥吉特商学院，提供食用菌种植专

业培训，使农民工从“体力工”转变成“技术

工”。 （李超）

近日，2020~2021年度河南省“四

优四化”科技支撑行动计划优质食用菌

专项观摩交流会在荥阳召开。会议由郑

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主办，荥阳市万森

农场、荥阳市菇乡好农民专业合作社协

办，食用菌种植户及相关产业从业者共

50余人参加了观摩交流。

据了解，近两年郑州市农林科学研

究所承担了郑州市平菇熟料生产技术示

范与应用项目，科研人员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与食用菌专家和试验示范基地形成良

好互动，工作开展顺利，圆满完成了项目

要求的各项目标任务，对郑州市食用菌产

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郑州市具有种植食用菌的传统和区

位优势，生产的平菇个儿大肉厚、品质

好，很受市场欢迎，经济效益高，近几年

发展较快，尤其是荥阳市，种植面积已经

由2017年年初的8000棚发展到2020

年年初的1.8万棚左右，成为郑州市名副

其实的“菜篮子”。

（本报记者郭明瑞通讯员李宾）

河南信念集团董事长叶传林，

2005年从部队生产基地主任岗位上

转业到地方，而后辞去公职创办农

业企业；2009年在美国创立农业科

技公司，之后又在日本、韩国创建基

地，业务转到国内后成立信念集团。

叶传林的创业信念是：让中国

农业成为世界典范。为了这一信

念，2016年年底，他到革命老区国家

级贫困县卢氏县创办林海兴华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投入数亿元发展香

菇、蔬菜、养猪三大扶贫产业。为了

打造现代农业管理模式，他投入巨

资创建了信念网络公司和信念晨帆

软件公司，重点开发现代化农业管

理软件系统。

近日，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

所王峰研究员带领的团队，利用全麦、玉

米等谷物，成功开发出菌粮面粉、菌粮面

条、菌粮饼干等产品，并实现加工过程中

谷物、食用菌全利用，废弃物零产生，大幅

提高资源利用度，提升环境友好度。

据悉，该成果是在河南省重大公益

专项——食用菌功能成分高效提取和保

健食品创制关键技术与产业示范项目支

持下完成的。

试验数据显示，采用该技术制备的

玉米菌粮相比玉米，碳水化合物、蛋白质

含量分别提高7.48%、28%，氨基酸更为

均衡，脂肪含量降低52.56%，维生素C、

核黄素和烟酸含量分别提高56.19%、

73.91%和20.27%，淀粉、支链淀粉含量

分别降低11.17%、34.7%，直链淀粉含量

提高26.66%，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提高

13.57%，玉米菌粮粉显示黏度降低、水

溶性指数提高、吸水性指数和溶胀力降

低等加工性能的变化，在冲调、加工和营

养等方面均有较好的应用潜力。

目前，该项目面向全省食用菌、谷物

等加工企业寻求合作。 （顾丰颖）

10月1日，国内首个食用菌5G智慧

工厂在泌阳县嘉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

成并投入使用。

位于泌阳县产业集聚区的嘉沁智慧

农业产业园占地约160亩，总投资5.6亿

元，拥有自动化食用菌生产线11条，日

产真姬菇及其深加工产品75吨。该公

司充分应用5G专网、5G工业互联网平

台、物联网技术、智能AGV机器人，集成

应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视频分析技术

等，推动菌菇种植升级为工厂化生产，实

现农业工业化产业链各关键环节的信息

化和标准化，是5G技术、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多种信息技术在农业中

的综合运用。此项目运用对打造无人

化、智能化食用菌生产车间，促进菌菇种

植现代化、规模化生产和促进泌阳县产

业结构调整，加快食用菌产业集群发展

和实现科技兴农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泌阳县始终坚持把开放招

商作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

“一号工程”，着力做好对外加强招引、对

内优化服务工作，终使泌阳嘉沁智慧农

业产业园落地泌阳。（本报记者郭明瑞）

11月4日，河南农业大学和河南世

纪香食用菌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创建的食

用菌产业研究院，正式在许昌世纪香食

用菌产业园挂牌成立。

授牌和挂牌仪式结束后，校企双方

就下一步深度合作办院育人和科研工作

进行了座谈交流，并参观了世纪香食用

菌产业园的工厂化生产基地、世纪香菌

博园及食用菌生产示范培训基地。出席

仪式的河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吴建宇、党委书记张朝阳等就食用菌产

业研究院成立后的具体工作方向和运作

方法谈了安排方案。河南世纪香食用菌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彦增表示，食用

菌产业研究院的成立有助于培育好食用

菌产业实用人才、开展好食用菌技术科

研创新，将为许昌市建安区食用菌产业

高质量健康发展、为全区乡村振兴奠定

坚实的基础。

（本报记者郭明瑞）

食用菌产业研究院挂牌

国内首个食用菌5G智慧工厂建成

奥吉特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筹：郭明瑞 邮箱：hnrbsyj@126.com

联系电话：13103841205（微信同号）

为给河南省食用菌产业发展搭建交流与合

作的平台，《食用菌》专刊立足河南，面向全国，开

设人物风采、领导访谈、产业动态、产业园区、产业

天地、技术指导等栏目，所有稿件在大河网、中原

三农网等网络媒体同步推出，欢迎参与！
稿
约

利金站

每年12月至翌年3月初，气温低，空

气干燥，是培育优质花菇的有利时期。

通过科学的管理，冬季可出优质花菇2~

3茬，对提高种菇的整体效益非常有利。

其间的主要管理技术措施如下：

补水 冬菇采用中袋栽培，以注水式

补水为主。第一次补水要恢复装袋时的

含水量，以后逐渐减量。注水器由4~5个

空心金属管制成，一般管长25厘米，上有

10多个出水小孔，注水时将金属管从菌

袋一端插入，利用压差将水压入菌袋。

催蕾 菌棒补水后，盖上菇棚外膜，

保证白天棚内温度15℃~22℃，夜间降

至8℃~12℃，温差10℃以上，相对湿度

85%左右，增加光照，加强通风。

开口定位 菇蕾批量形成后开口定

位，每袋预留较好的菇10朵左右。

催花 当幼菇长至2~3厘米时开始

催花。形成花菇的基本条件是低温、干

燥、强光、大通风、大温差，较适宜的环境

温度是6℃~18℃，昼夜温差10℃以上，

相对湿度以50%~65%为好，基料的含水

量以55%为宜。

具体操作是：白天揭膜，夜间温度低

于5℃时盖膜，5℃以上不盖膜，阴天有

风揭膜，无风不揭膜。若遇阴、雨、雾天，

可用烧火加温的方法将棚内湿气排出，迫

使香菇的表皮组织干燥停止生长，利于内

外生长不同步，表皮干裂，形成花菇。

保花管理为使菌盖继续增大、增厚

和裂纹增宽、花纹增白，仍要进行一段时

间保花管理。要求温度8℃~18℃，相对

湿度55%左右，加强通风，全光育菇，严防菇

棚内地面回潮，严防菇棚内湿度超过70%。

间歇养菌 每采收一茬菇后，最好休

养7~10天。其间要求温度20℃~26℃，

相对湿度70%左右，暗光，适当通风。当

采菇疤痕处菌丝发白、吐黄水时表明菌

丝已复壮，可补水催菇，此过程称复菌。

生产中可以进行地面集中复菌，即在菇

棚附近将菌袋按“井”字形堆放5~7层，

上盖稻草或秸秆遮光，温度低时可在稻

草或秸秆上加盖薄膜，利用太阳光能增

温，湿度低时可在稻草或秸秆上洒水；也

可以进行棚架复菌，即直接在菇棚架上

盖遮光物，适当通风、洒水。（康源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