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河县“海归”王雪松创办

的河南菇太郎食品有限公司，是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河南省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海关总

署批准的具有出口商检和报关

双重资质的自营进出口企业，获

省科技厅批准建立河南省食用

菌微生物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该公司在电子商务领域特

别是跨境电商领域有独特优势，

先后开通了阿里巴巴中文站、淘

宝店、天猫店、阿里巴巴英文国

际站等电子商务平台，是国内众

多知名企业的原料供应商，已进

驻胖东来、沃尔玛等国内大型超

市，并出口美国、加拿大、西班

牙、意大利、英国等30多个国

家，年实现销售收入4700余万

元。“菇太郎”已成为我国香菇行

业的主导品牌之一。 左力摄

精深加工
出口创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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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原到深山，从种粮食到种香菇，

25年痴心不改，他就是管中显。

管中显本是驻马店市泌阳县人，高中

毕业后到家附近的一家食用菌基地打

工。眼看不见、手摸不着的菌种竟然能神

奇地长出漂亮的蘑菇，他被深深吸引；拜

师学艺，苦心钻研，他成了基地首屈一指

的技术员。

1996年，他应聘来到洛阳嵩县，成了

木植街乡的一名食用菌技术员。这里沟

连沟，山连山，空气清新，绿色遍野，堪称

发展食用菌的天堂。打小生活在平原的

管中显从此一头扎进深山，走村串户，翻

山越岭，手把手指导山里人种植香菇。经

过两三年的不懈努力，当地的种植户尝到

了甜头，收入成倍增长，木植街乡成了远

近闻名的食用菌生产基地。

当时嵩县没有菌种，所有的香菇菌

种都要从外地购进。而随着当地香菇种

植量的快速增加，菇农们的购种量也越

来越大。不容乐观的现实是，菌种价格

一再疯涨，劣质菌种不断出现，经常导致

菇农一个生产季下来血本无归。管中显

愤怒之余，开始行动，他一边加强技术培

训，指导当地菇农扩大香菇种植规模，提

高香菇产量，一边借钱着手筹建嵩县第

一个菌种厂。最终，他不但终结了嵩县

山区菇农卡脖子的菌种供应问题，而且

把适合山区种植、营养和经济价值更高

的桑黄菌、赤松茸、羊肚菌等新品种引进

推广开来，同时不断更新当时种植规模

最大的平菇菌种，确保其产量高、易推

广、品质优、收入高。

不到10年的时间，香菇种植已经风

靡嵩县的十多个乡镇，从业菇农上万户。

其间，他不辞辛劳，跑遍了300多个山村，

举办过无数次规模不一的技术培训会。

香菇的栽培繁育技术日新月异，单凭一己

之力显然是不够的。鉴于此，管中显开始

招收徒弟，着手培养学生，并建起了自己

的实验室。他按三里五村划片，把学生和

徒弟分包到户，从选料、装袋、灭菌、下种、

养护，到采摘、烘干等全过程，都上门服

务，专人指导。服务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

就带回来，或者在微信群里发布，师生们

共同讨论，及时解决。利用这种技术推广

方式，管中显一个人变成了几十个人，一

双手变成了几十双手，技术指导事半功

倍，菇农增收效果明显。也是经过这种人

才培养方式，他先期招收的30多个徒弟

和学生现在都可以独当一面，成为嵩县食

用菌技术传播的主力军。

嵩县地处伏牛深山，近年来很多新的

绿色产业不断兴起和壮大，林、菌、牧、药

和旅游业成为新的主导或支柱产业，而且

从根本上改变了山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方式。单就食用菌产业而言，嵩县香菇为

主、多菌并举的格局已经形成，香菇种植

超过1.2亿袋，羊肚菌种植超过500亩，桑

黄菌栽培接近1000万袋，最新引进的赤

松茸种植面积也有200多亩，年产值高达

50亿元，平均利润在30%左右。

产业规模有了，管中显瞄上了食用菌产

业发展的更高层次，他要把国外更有健康价

值的菌种引进来，同时建立嵩县食用菌网

络销售渠道，把菇农手中的食用菌源源不

断地送上消费者的餐桌，也给菇农赢取一

个公道的价格。（本报记者郭明瑞文/图）

日前，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第一批

41家河南省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名

单，河南世纪香食用菌开发有限公司是

唯一一家食用菌种质资源保护单位。

据了解，河南世纪香食用菌开发有

限公司是省食用菌精深加工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成员，是一家集食用菌科

研、生产、销售、生态观光等于一体的科

技开发型国家级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保存有包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白

灵菇菌种在内的一大批自有的、野生的

和国外引进的食用菌菌种，其菌种资源

保护库已通过省级验收和认定。

省食用菌精深加工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由河南大学牵头，29家高校、

企事业单位共同构建，旨在提高我省食

用菌产业的经济、环境效益，建立一条

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到产业示范的清

晰、完整的产业链条。

（本报记者郭明瑞通讯员马常阳）

立秋过后，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增

大，短期回热容易导致气温忽高忽低，这

就对平菇的生产管理提出了特殊要求：

注意选择广温型、抗病抗杂能力强

的品种，保证出菇期从9月开始，持续

到12月。

注意选择资质高、口碑好、菌种繁

殖保存条件好的企业或单位购买菌种。

注意采用熟料小袋栽培，保证菌袋

不受外界环境影响，发菌期不易被污

染，发菌成功率高。

注意控制菌袋培养料温度在30℃

以下，可以将温度计置于袋内培养料

中，以便于观察。

加强出菇管理。（1）合理摆放菌袋，

采用层架式摆放，层与层、袋与袋之间留

一定间距，最多不超过3层。（2）早晚气温

低时加大通风量，以刺激出菇，提高出菇

的整齐度。（3）出菇场地经常喷水，一般以

雾化喷水为主；料面出现菇蕾后注意向空

中、地面喷水增湿，切忌向菇蕾上直接喷

水；当菇蕾分化出菌盖和菌柄时，应少

喷、勤喷雾状水，补足需水量，以利于子

实体生长；在采收第一、二潮菇后，菌袋

内水分通常低于60%，应及时补水。菇

潮间隔期停水3~4天，以利于养菌。当

菌袋捏起来发软、看起来明显失水时，应

通过注射法补充水分。（4）合理通风。平

菇出菇期需氧量大，若通风不够，易造成

菇体畸形，尤其是喷水后，更要及时通

风，否则容易增加病虫害的发生。一般

应早晚气温低时通风，高温时短时通风，

并及时喷水，以保持适宜的湿度。（5）采

取“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通过

在菇棚进口安装防虫网，发菌期降低发

菌场地湿度，出菇期合理喷水、通风控

湿等措施防止病虫害的发生。（省农科

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孔维威）

河南龙丰食用菌产业研究院（简称

“龙丰菌研”）于2016年12月批准组建，

截至目前，拥有3个食用菌中试实训工厂

和一个以大棚种植为主的阳子菌菇产业

示范带中试实训基地、一家菌菇零售公

司、一所以食用菌产业技术培训和学历教

育为主的河南先丰食用菌产业学院，创有

4个市级、4个省级、两个国家级的创新研

发平台，创新研发平台数量在全国同业排

名第一，专利申请量及授权量居全国同业

前三（其中发明专利占比约30%）。

龙丰菌研主要从事菌菇食材、菌菇

普通食品、菌菇功能食品、菌菇特医食

品、菌菇药材、菌菇药品技术研发及与

菌渣相关的微生物饲料、肥料、材料、

基料、燃料等产业技术研发。

龙丰菌研的技术研发及科研试验

基地建设对推动菌菇产业发展、提高菇

农收入、助力乡村振兴、丰富百姓餐桌、

促进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致

力推动的废菌渣综合利用开发，是解决

饲粮替代、实现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解决

农林废弃物污染、实现白色污染减量，解

决抗生素滥用、实现养殖业抗生素替代，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姬利强)

当下，镇平县群众通过加快推动科

技创新，进一步提升品质、做强品牌，推

动香菇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采用政策

引导、金融助推、群众参与等方式，香菇

产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2019年8月，镇平县科协成立工作

小组，具体负责推动食用菌发展的各项

工作，开始对二龙乡老坟沟村、碾坪村、

三潭村等地调研谋划，明确项目资金，

最终4个项目落地投用共计254.78万

元。项目建成后用工人数超过80人，

吸纳贫困群众就业超过20人，人均月

工资1500元左右，惠及周边香菇种植

户600余户，受益人数达900余人。

镇平县把技能培训作为促进香菇

产业发展的有力抓手，积极为香菇种植

户提供科技扶持，解决好从“科研”到

“产品”的技术转化问题，建立有利于创

新成果产业化的机制，使自主可控的现

代产业体系与自立自强的科技体系相

得益彰，拉动全县香菇产业高质量发

展。 （谭亚廷项启啸）

泌阳香菇

做好顶层设计 赋能乡村振兴
位于伏牛山与大别山两大山脉

交会处、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分水
岭、亚热带与暖温带过渡地带、“胡焕
庸线”分界区，加上“五山一水四分
田”的地形特点，共同造就了泌阳县
“中国花菇之乡”“全国食用菌行业十
大主产基地县”的产业地位。

泌阳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科
学决策，每个阶段都扣紧时代要求，
做好顶层设计，在精准扶贫中将香菇
产业作为重要抓手。目前，泌阳县从
事食用菌生产经营的人员近30万
人，年种植香菇2.6亿袋。

钻进深山的土专家
——记嵩县食用菌培育技术推广者管中显

世纪香食用菌公司
入选省首批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

人物风采

产业天地

河南龙丰食用菌产业研究院

前段时间，卢氏县因上游洪峰过境，

多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香菇产业是卢

氏县的优势主导产业之一，时值香菇高

温品种出菇和低温品种菌棒越夏阶段，

省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三门峡综合试验

站负责人积极组织技术人员奔赴卢氏县

徐家湾乡、双龙湾镇、朱阳关镇、五里川

镇的食用菌种植基地，结合受灾情况帮

助基地制定了排水、清淤、固棚、洗棒及

安全生产等防灾减灾措施，并提出了指

导性建议，帮助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

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 （郭杰）

省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专家
支着儿卢氏菇农抗洪救灾

镇平县

强化技能指导 推动香菇产业发展

秋后平菇管理要点 技术指导

产业新闻

收取烘干的香菇切片

科学制定规划

成立泌阳县食用菌产业发展领导小

组，组建泌阳县食用菌技术服务中心，制

定泌阳县食用菌产业“十四五”发展规

划，明确食用菌产业发展方向；围绕李玉

院士工作站，成立泌阳食用菌研究院，柔

性或刚性引进科技研发人员，加大科研

投入。

做强“泌阳花菇”品牌

当今，香菇产业的竞争已经进入白热

化阶段，全国数百个香菇基地的崛起以及

大量扶贫资金的注入，使全国的香菇价格

一度一落千丈，生产差异化，打造“泌阳花

菇”品牌是做稳、做强、做大香菇产业的根

本。泌阳县处于世界黄金香菇带中心位

置，甲天下的“泌阳花菇”占尽地理、气候、

资源的优势，就像搬不走的泌阳一样不可

复制，这个差异化的地理标识品牌是泌阳

香菇产业发展的根基。

下一步着重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

面是做好细致的标准化研究，使泌阳花菇

不仅在品质上领先，而且在文化上有创

新，像沙县小吃一样统一品牌、统一标识、

统一包装，另一方面是谋划世界级会议，

充分利用网络自媒体、电视广告等方式，

打造世界级名牌产品。

建立标准化栽培基地

推动食用菌产业专业化分工和精细

化管理，推广工厂化制棒模式，集成示范

智能化、工厂化菌袋制作设备及技术，重

点扶持3~5个年生产1000万袋以上的食

用菌集约化制棒基地，保证产品质量，降

低种植风险，提升生产效率。规划“一核

四带、百园覆盖”的发展格局（一个大型菌

包场为核心，带动4个乡镇街道及县城周

边，形成100个集中连片产业园区）。构

建“政府+企业+科研+金融+园区+农户”

的六位一体发展模式，实现“企业干两端，

群众干中间，科技打头阵，保险担风险，金

融做支撑，政府当靠山”的最优协作分

工。按照“统一建棚、统一品种、统一制

棒、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分户

栽培管理”的“六统一分”模式来组织生产

管理，实现从设施、技术到产品销售和品

牌使用的规范统一。

培育龙头企业

投资30亿元在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

占地2000多亩的食用菌产业园，建成亿

元以上项目3个，在建项目5个，培育了

亿健食品、泌花食品等龙头企业，着力打

造百亿级产业集群。今年上半年，泌阳县

又引进了总投资20亿元、占地200亩的

嘉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和总投资

16.5亿元、占地150亩的河南鲜菇坊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两个项目建成后，将进一

步拉长泌阳县食用菌产业链条，推动食用

菌产业集群化发展。

建设专业市场

在泌阳县城区投资建成了占地60亩

的中国泌阳香菇交易市场，与中华供销总

社新合作集团在县城东区规划建设占地

300多亩、总投资10亿元的新合作中原

食用菌产品交易中心，该中心集贸易、仓

储、初加工、物流、电子商务、餐饮、住宿于

一体，建成后将成为中原地区最大的食用

菌产品集散地。

推动融合发展

为大力发展电子商务，规划建设了占

地2000亩的现代物流园区，建成泌阳县

电子商务运营服务中心1个、乡级服务站

点20个、村级服务站点320个，电商覆盖

率达100%。开发盘古农商网等电商平

台，鼓励支持亿健食品、泌花食品等食用

菌龙头企业，在阿里、京东、一号店、苏宁

等国内知名电商平台开设专营区，推动食

用菌产业国际国内、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泌阳县亿健食品的“菇乡菇香”系列产品

通过电商远销东南亚，网上月销量60万元

以上，仅去年“双十一”当天网销额就达

1000多万元。泌阳县食用雨露菌业打造

了集香菇菌种研发中心、香菇种植基地、

香菇加工基地、产品展示馆、香菇宴席于

一体的观光旅游项目，并在各类电子商务

媒体进行推广，接受网络订单，取得明显

效果。

（泌阳县副县长李晓）

管中显(前左一)指导菇农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