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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河南食用菌产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科技对产业发展的贡献度进
一步增强
河南省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与国家
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紧密配合，河南省科
技厅、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对食用菌产业发
展不断加大科技和示范推广经费投入，河
南省食用菌产业首个重大科技专项启动，
“河南省‘四优四化’科技支撑行动计划”
食用菌专项连续支持，部分主产地市对食
用菌科技投入持续加大，为河南省食用菌
产业科技水平稳步提高奠定坚实基础。
食用菌学科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人才
结构进一步优化，在豫的一批大专院校相
继组建食用菌学科专业团队开展相关研
究，产业一线技能型人才数量快速增加，
研究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本土团队相
继培育出一批新品种和创新出实用新技
术，新品种、新成果、新技术在生产实践中
得到快速应用，科技创新在产业发展中的
作用进一步体现，科技对产业发展的贡献
能力不断增强。

各类优惠政策对产业发展促
进作用进一步体现
食用菌产业在美丽乡村建设和脱贫攻
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省委、省政
府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连续扶持的各类
支持食用菌产业发展的政策作用进一步体
现，河南省伏牛山香菇产业集群、现代农业

2021 年河南省食用菌产业稳步发展，产业化水平快速升
级，品种结构、产品结构、区域布局等不断优化，各类品种鲜菇
产量达到 568
568..57 万吨
万吨，产值 410
410..3 亿元
亿元。产量、产值分别较
2020 年增长 1.2%、2.16
16%
%。

产业园建设、农业产业强镇建设等一批项
目，对河南省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助推作
用明显见效。食用菌产业发展规模和发展
水平得到持续提高，高水平的现代化生产
基地数量快速增加，
布局更加合理，
运行效
果良好。三门峡市以卢氏县、灵宝市为代
表的香菇工业化生产成效突出。洛阳市嵩
县、
汝阳县等地香菇、
双孢蘑菇现代化生产
技术快速普及。濮阳市清丰县、南乐县大
力推动现代化示范基地建设成效明显。

优势产区示范引领作用进一
步得到较大发挥
河南省四大优势产业区示范效应开
始发挥作用，豫西伏牛山香菇优势产业
集群影响力进一步提高。西峡县发挥当
地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推动全产
业链高质量综合发展，菌种培育、产品加
工、品牌培育等典范样板示范引领作用
明显。
豫北、豫东南平原农区草腐菌优势

产区生产集聚效应在稳步提高，科学技
术体系正在逐步完善，农作物秸秆利用
能力进一步提高。濮阳打造现代化食用
菌生产基地热情高涨，大型现代化生产
基地连年增加。沈丘县、太康县，现代化
大型生产基地快速崛起，综合实力不断
提高。
中部地区工厂化优势产区不仅在品
种扩展方面初见成效，而且在产业链打
造方面取得重要进展。郑州市、许昌市
等地依托交通优势和产业基础，一批新
型现代化产业园区相继投建，食用菌产
业布局也更加合理。
豫南传统食用菌产品生产优势区产
业化水平开始稳步提高，发挥资源优势、
提高科技实力、构建完整市场等产业发
展理念正在稳步推进。泌阳县立足“花
菇”产业基础，努力打造现代化食用菌产
业“王国”，超级现代化食用菌产业园已
经建成投产，区域食用菌产业强县市场
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工业化生产理念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成效进一步展示
河南省食用菌产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
步伐加快，
工业化生产理念被各级领导和企
业负责人认可，
大型现代化生产企业在不同
产区科学布局，
工业化生产理念渗透到生产
线设计、菌袋培育、产品包装、产品销售等环
节，
三门峡市、南阳市等地市，
一批新建的现
代化食用菌生产基地，生产水平、运行方式
都在以现代化、工业化理念为支撑进行发
展，不仅实现了单体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且
也实现了产业发展质量的跨越。

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和势态
进一步稳固
河南省食用菌产业逐渐进入高质量发
展时代，
大量社会资本进入是重要的资金保
障，一批超大型生产企业相继投产，不仅产
能大幅扩大，
而且技术水平全面提高。如卢
氏县信念集团等建成大型香菇菌棒工厂化
基地，菌丝培养全程智能化控制，推动卢氏
县成为河南省香菇生产规模与科技水平
“双
优”
示范县。
由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和河南省生态
环境厅联合开展的食用菌生产煤改气、煤
改电的“双改”行动，加速推动河南省食用
菌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推动河南省食用
菌产业高质量发展。
（康源春 孔维威 张思礼）

乡村振兴

发展珍稀菌 为民辟富路
宝丰县乡村振兴局自成立以来，按
照国家、省、市要求，严格落实“四个不
摘”要求，健全帮扶机制，夯实产业发展
基础，推进项目建设，拓宽群众增收渠
道，助力乡村振兴。
织密防返贫监测“安全”网。该局制
定防返贫致贫
“一图一表一制度”
的
“网格
化”管理模式，每个行政村设置 4~5 个网
格，每半年对每个网格所有农户筛查一
遍，
每季度对重点关注户走访一次。采取
“五个一”
帮扶机制。建立健全排查识别、
监测帮扶、风险消除三项机制，落实一个
公告，
整理一本村档、一份户档，
设置一面
暖心墙，
实现早发现、早帮扶。按照
“缺什
么补什么”原则，持续巩固“两不愁三保
障”
和饮水安全成果，
用好兜底保障措施，
深化驻村帮扶和结对帮扶，
真正守牢无一
人返贫、
无一人新致贫的底线。
织牢群众增收“致富”网。该县乡村
振兴局立足本地特色，把发展珍稀菌作
为农业结构调整、乡村振兴产业谋划、增
加农民收入的重要载体，依托父城食用
菌发展有限公司和协会，引进国内顶尖
食用菌行业专家和技术人才。大力开展
大棚种植和林下种植，规划建设的宝丰
县珍稀菌现代农业产业园面积 3359 亩，
建设多种规格的种植大棚 2000 座，羊肚

菌、赤松茸种植面积达到 2300 亩，配套
建设日生产能力 10 万袋标准化工厂 2
家、日处理鲜菇 3 吨的烘干车间 8 个，辐
射周庄镇、闹店镇、肖旗乡、杨庄镇等十
余个村庄，带动就业 3000 余人。
同时该县乡村振兴局依托河南逆
流网络科技公司制定了渔具电商产业发
展扶持政策，聚焦渔具电商产业全域发
展，整合直播、生产、配送全产业链平台，
建成线组加工基地、子线钩加工培训基
地、缝纫加工培训基地、钓椅制造基地、
塑料制品基地和浮标制造基地 6 大生产
基 地 ，完 成 了“ 供 应 链 + 产 业 链 ”的 布
局。目前，宝丰县渔具产业已覆盖全县
10 个乡镇，带动就业 4 万人，人均年增
收近两万元。
筑牢项目建设
“管控”
网。今年，
该局
创新监管机制，实行由乡村振兴局抓两
头，
负责设计和监理，
乡镇干中间，
负责招
标和施工，形成相互监督制约的发展态
势，
确保实现项目对接率、竣工率、支付率
均为100%。截至目前，全县对接各级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资金3788
万元，已全部完成项目对接，其中投入产
业项目资金 2200 万元，产业投入占比
58.08%。支付资金 2094.83 万元，支付
率55.3%，
位居平顶山市第三。 (董培培)

行业动态

专家进菇棚 菇农长本领

明星合作社

西华县绿富惠农食用菌
专业合作社
西华县绿富惠农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于
2012 年 3 月成立，是西华县首家注册的食
用菌专业合作社。合作社集食用菌新品种
推广、新技术研发、新模式创新及种植销售
于一体，
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农
业助力乡村振兴”
为发展理念。
合作社在现有种植食用菌的基础上，
成
功试种稀有品种赤松茸（大球盖菇），
同时又
引进试种推广了鸡枞菌、羊肚菌、褐灵菇等
多个新品种，特别鸡枞菌、褐灵菇种植效益
十分显著，广大种植户种植积极性空前高
涨。合作社在农村产业扶贫过程中起到很
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受到了省、市、县领导和
有关部门高度评价和重视。
经过多年奋力发展，
合作社现已发展各
类食用菌种植户社员135户，
间接带动1500
余户农民就业增收。合作社为成员提供种
植技术、产品销售、新品种引进、新模式示范
等服务，
为成员增收致富找到了有效途径。
合作社自成立以来先后被评为河南省
食用菌产业体系试验示范基地、食用菌现
代化新技术培训示范基地、生物信息中心
教学实践基地、中国食用菌商务网会员培
训基地、周口市市级示范合作社、西华县县
级示范合作社等。
（本报记者 郭明瑞）

人物风采

近日，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
侧耳类栽培岗位科学家、河南食用菌
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团长申进文
教授与王风芹教授奔赴许昌市、汝州
市和宜阳县等地开展技术服务。
申进文一行首先到河南世纪香
食用菌开发公司查看平菇工厂化生
产情况，并与公司负责人就平菇工厂
化生产和研究工作进行深入探讨。
在汝州市温泉镇食用菌基地，针对部
分菌袋第一茬产量低的情况，申进文
仔细询问菌袋生产过程，查看菌袋质

量后，建议菇农注意控温和通风。
在宜阳县白杨镇农民种植专业
合作社，申进文一行分别查看了香菇
菌袋生长情况，并给菇农交代，一定
要注意温度控制，通过通风、遮阳、喷
淋井水等措施控制温度，对污染的菌
棒一定要及时清理，避免造成感染；
在菌棒含有喷淋水较多时尽可能将
菌棒上下翻转，让喷淋水流出。
在香菇菌袋越夏的关键环节，专
家心系菇农，开展技术服务，受到菇
农的一致好评。（本报记者 郭明瑞）

福州菌博会 宝丰博头彩

6 月 20 日，
扎根嵩县 26 年的食用菌培育技术推广者管中显(左)陪同河南省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康源春，
冒着
40 多℃高温到源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香菇技术指导。
姚晓伟 摄

把食用菌做成
“产业航母”
——记“河南省食用菌产业创新人物”刘清超

2018 年成立太康县水润君赵农业科技有 导，公司技术员免费对种植户统一进行技
限公司，
全身心地投入到食用菌行业之中。 术培训，免费定时和不定时到种植基地现
场进行技术指导；三是统一回收产品，对
规范管理 产业振兴
种植户的产品统一回收，由公司统一销
“拉弓没有回头箭”，既然选择食用 售，让种植户无销售的后顾之忧。
菌行业，就要全力以赴做好，真正地助力
特别是通过近 4 年的建设与发展，太
不忘初心 服务家乡
家乡发展。刘清超对于食用菌行业几乎 康县水润君赵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高端食
1994 年中专毕业后的刘清超先后在 一无所知，一切从零做起，从厂房的选 用菌基地已初具规模，为创立品牌，做大
河南银光塑料有限公司、河南光彩交通建 择、建设，到设备的选购，再到人才的聘 做强“君赵”品牌，该公司先后与浙江大学
设有限公司、河南光彩信阳高速公路有限 用等，刘清超费尽心思。
食药用菌研究所、河南农科院食用菌研究
公司工作，从事过人事管理、站务管理、文
太康县水润君赵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 所等科研机构战略合作，将公司基地作为
秘、财务等多个管理岗位。2017 年，河南 设一开始就高起点，
生产基地已投资3000 合作的研发和推广基地，不断开发市场附
光彩集团发展有限公司总裁赵明响应太 多万元，占地 106 亩，建有食用菌保鲜库、 加值比较高的新品种，既占领市场创新热
康县委、县政府回乡创业的号召，投入到 智能化出菇大棚、普通出菇大棚、制袋车 点，又提高了经济效益。该公司采用“公
脱贫攻坚的队伍中。身为太康人的刘清 间、实验室、液体菌种室、菌种培养室等。 司+农户+回收+加工+销售+电商”的运
超经过深思熟虑，主动向领导请示调回太 公司建有自动化菌种制袋生产线一条，年 行模式，形成了一条相对比较完整的产供
康公司，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生产菌包350万袋，
菌包产值达1000万元 销经济链。该公司充分利用现代网络平
刘清超经多方调研、走访，最终选择 以上，经济效益达 150 万元。智能出菇大 台，积极与各地大型农贸市场的批发商合
食用菌这个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首先农民 棚，
现已投入种植生产，
黑皮鸡枞和赤松茸 作，与冷链物流企业长期密切合作，使生
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从事食用菌的种植、 鲜菇年产量可达 250 吨以上，年销售收入 产的鲜菇得以远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
采摘、包装等生产环节，能促进当地劳动力 1000万元以上，
创造经济效益200万元以 市。当地群众通过种植、采摘、分拣、包
在家门口就业，带富效果比较明显；其次食 上，
直接带动当地农民300人就业，
达到了 装、运输等环节的参与，实现了增收致
用菌也是一个变废为宝的产业，
太康县是农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2020 年又 富。在刘清超的带领下，该公司先后荣获
业大县，玉米秸秆等特别丰富，利用秸秆种 在大许寨及周边乡镇发展羊肚菌种植200 “周口市文明诚信企业”
“周口市农业标准
植食用菌，
既提高经济收入又可改变人居环 多亩，
给种植户带来经济效益500多万元。 化生产示范基地”等荣誉。
境；最后食用菌产业又是一个朝阳行业，随
公司在菌种供应方面实行三统一：
展望未来 信心满满
着人们对康养意识的增强，
食用菌的采食量 一是统一标准供种，统一供应技术成熟、
越来越大，
市场广阔，
前景美好。最终，
他于 性能稳定的优良品种；二是统一技术指
随着市场的发展，
公司于2021年投资

6 月 12 日，第三届中国食用菌
产业博览会在福州落下帷幕。作为
全国食用菌界今年举办的首个展
会，吸引了 16 个省区共 259 家企业
参展。本届展会由中国食用菌协
会、福建省国际友好联合会、福建荟
源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据了解，本届展会共设置食用菌
主产基地、机械及设备、菌菇预制菜
等八大展区，展品覆盖食药用菌干鲜
品和深加工制品，食药用菌从菌种培
育、种植、栽培到生长、采摘、加工等

世纪香智能化产业园获好评
6 月 15 日 ，河 南 省 民 营 企 业
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在组长陈占亭
带领下莅临世纪香食用菌产业
园，就产业园以科技创新、转型升
级推动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实地
调研。
河南世纪香食用菌开发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食用菌科研、培训、进出
口、生态观光于一体的科技开发型国

从 2017 年进入食用菌行业的一无所
知，到荣获“ 河南省食用菌产业创新人
物”，他所创建的公司获得“河南省食用菌
产业化示范基地”称号，刘清超是如何在
短短的几年内做到的呢？

全流程所需的辅助物资及设备。
在本届菌博会上，宝丰县是唯一
荣获“宝丰珍稀菌消费者最受欢迎产
品”和“中原珍稀食用菌生产强县”称
号的县市。
宝丰县把发展规模化食用菌产业
作为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的重
要支柱产业之一，已建设多种规格的种
植大棚2000座，羊肚菌、赤松茸种植面
积达到 2300 亩，种植技术和栽培成效
走在全省乃至全国珍稀菌产业前列。
（本报记者 郭明瑞 通讯员 王双正）

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是全国
食用菌产业化十强企业、全国精准扶贫
行动优秀民营企业、河南省
“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等。
经过实地调研，调研组成员对世
纪香公司致力于科技创新，以三产融
合发展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及乡村振
兴给予高度评价。
（本报记者 郭明瑞）

刘清超（资料图片）

800万元新建智能化菌包生产线一条、
菌种
培养室24间，
达到年产菌包750万包以上，
产值2000万元以上。投资1200万元建设
白玉菇工厂化生产厂区一处，标准化智能
出菇车间及设备30套，一年四季不间断出
菇，基本达到了产品稳定、客户稳定、市场
稳定，
白玉菇年效益达150万元以上。
为促进公司产品销售多元化，
刘清超
亲自带队积极拓展酒店、商场、超市等销售
途径，从本地市场开始，由近及远、由易而
难，
渐次拓宽销售渠道；
利用国内各大城市
举办的农博会、菌博会、食用菌研讨会等大
型会议，
积极组织参展参会，
并对接抖音等
网销平台，
对外宣传水润君赵品牌，
积极扩
大市场销售份额，
拓宽食用菌持续、高效发
展道路。
（本报记者 郭明瑞）

5 月 19 日，
洛阳市食用菌
协会副秘书长
王维礼顶着烈
日到汝阳县付
店镇进行反季
香菇调研。
朱国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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