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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国家食用菌中心
获省重点研发专项立项

9月 12日，河南省科技厅和

河南省财政厅公布了2022年度

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立项项目

名单，由河南大学国家食用菌加

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康文艺教

授牵头申报的“河南省重要食用

菌品种种质精准选育及应用”项

目名列其中。

针对河南省食用菌产业核

心种质资源缺乏、产品品质参差

不齐、种质资源评估及开发薄弱

等问题，河南大学国家食用菌加

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整合中国

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河南世纪

香食用菌开发有限公司等5家单

位资源，同时依托河南省食用菌

精深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选择河

南省重要栽培品种（香菇、草菇）

进行优良菌种定向选育。同时，

对自主知识产权珍稀品种“卵孢

侧耳”进行种植试验，实现了食

用菌产业“餐桌”加“功能食品应

用”双途径发展。

河南大学国家食用菌加工

技术研发专业中心设有河南省

药食两用资源功能研究国际联

合实验室、河南省功能食品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2个河南省科技

厅科研平台中心，此外，还有1个

河南省引智基地和1个河南省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河南大学国家食用菌加工

技术研发专业中心是中原地区

唯一一家围绕食用菌应用和产

业化，促进食用菌产业精深化发

展，推动食用菌生产、产品加工

和功能性食品研发快速发展的

国家级科研平台。

（郜晓峰）

9月 15日，第四届河南豫西

（嵩县）夏季香菇观摩暨河南省

“四优四化”科技支撑行动计划食

用菌专题培训会在嵩县举办。

据了解，会议由河南省农科

院、嵩县人民政府、河南省食用菌

协会联合主办，河南省农科院资

环所、农副产品加工研究中心和

嵩县农业农村局联合承办，展示

了河南省“四优四化”科技支撑行

动计划食用菌专题“食用菌绿色

高效生产新技术集成与示范”项

目的实施效果，促进了香菇生产

新技术的传播与交流，共有领导、

专家和菇农100余人参会。

嵩县香菇生产历史悠久，具

有一定的产业发展基础和优

势。近年来，嵩县县委、县政府

大力推动食用菌产业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增加人民群众收

入，推进乡村产业振兴。通过招

商引资、龙头培育、项目建设、人

才引进等，培育大型现代化菌棒

厂8家、菌种厂5家，打造现代标

准化种植基地 72个，建成保鲜

冷库241座，产业规模居全省县

级前列。

目前，嵩县食用菌种植规模

稳定在 1.5 亿袋，带动 1万余户

群众增收致富，为河南省食用菌

产业由大省向强省迈进贡献了

力量。 （郭明瑞）

全省食用菌产业盛会
在嵩县成功举办

智慧农业技术重点实验室
参展河南农博会

9月 15日至17日，第五届河

南（郑州）国际农业现代博览会在

郑州举办，会场上的农业农村部

黄淮海智慧农业技术重点实验室

展位，每天吸引上百人咨询、了解

和索取资料。

据了解，在本届农博会上，该

重点实验室主要展示了多功能全

地形履带式农业机器人，这款机

器人可以实现施肥、喷药、耕地等

作业。整机采用齿轮传动，动力

无损，适应性强，操作方便，可进

行原地转向，使用寿命长。适用

于大型机械无法进入的果园、大

棚、茶园等空间，以及丘陵、山地

等不同的地形。

据了解，农业农村部黄淮海

智慧农业技术重点实验室是河

南省农科院农业信息化技术创

新团队的一项科研平台。该团

队同时还拥有河南省智慧农业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省农作

物种植监测与预警工程中心等

科研平台，致力于农业信息化关

键技术研究，在农业系统过程模

拟及数字化应用、农业遥感关键

技术与应用、农业大数据关键技

术与应用、农业物联网与智能决

策、智能农机装备等方面形成了

独特优势。 （杨张青）

科技赋能嵩县香菇产业高质量发展

唐河县
种植食用菌
叩开致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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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县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

局长 牛广军

今年以来，在贯彻落实《2022年河

南省重点民生实事工作方案》中，宝丰

县提出了“加快农村交通物流体系建

设”思路，整合村级电子商务中心、供销

e家等现有资源，宝丰县乡村振兴局创

新建设乡村振兴便民综合服务中心，蹚

出了一条健全完善村级综合服务功能

新路径，打通了服务农民群众生产生活

的“最后一米”，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的

便民服务体系保障。

在创新建设乡村振兴便民综合服

务中心过程中，宝丰县一切从民生出

发，围绕民生需求，精准建设、精准管

理、精准使用，取得了良好效果。

整合资源、优势互补“精准建”。乡

村振兴便民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选址准，

以方便服务群众为原则，建设选址时重

点考虑四个因素，即群众居住相对集中、

交通便利、邻近村委会或村卫生室、处于

周边村出行要道；整合资源准，利用村集

体闲置房屋，整合村级电子商务中心、供

销e家、邮政运点等现有资源，推动农村

物流、金融、商超等生产生活服务融合发

展；资金使用准，统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1000余万元，引入社会资

本300万元，经营场所面积100平方米

~400平方米，平均投资30万元。

据了解，2022年宝丰县计划建设

乡村振兴便民综合服务中心 80个，首

批建设的30个中已建成投用10个。

三位一体、带动增收“精准服”。在

宝丰县，乡村振兴便民综合服务中心被

赋予4项职能，提供16~24小时便民服

务，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最后一环”，打

通产销对接、农产品上行的“最后一

米”。四大功能：一是服务类功能，主要

包括便民服务和中介代理。其中，便民

服务涵盖电商代购代销、快递代收代发、

生活社保缴费、金融业务服务、保险代理

理赔等12项内容，中介代理主要是广告

发布推广和劳务用工信息推介 2项内

容。二是经营类功能，主要包括食品百

货、生活物资、生产物资3个方面。其中，

食品百货涵盖各类日化用品等，生活物

资涵盖家居百货、五金家电、土产日杂、

养殖饲料等，生产物资涵盖农药化肥种

子、农具农膜物资、小型农机具等。三是

吸纳就业功能，在乡村振兴便民综合服务

中心设立多种岗位，方便本地监测对象实

现家门口就业。目前，已招聘快递配送员

36人，前台销售22人，电商销售58人，服

务引导员 30人。四是农产品上行功能。

由宝丰县乡村振兴局牵头，属地负责，整合

县域内各乡镇特色农副产品进行差异化展

销，组织各村网红、博主进行直播促销，与

西商农博园等企业签订协议，批量采购，售

卖全国，帮助群众打通销售渠道。

今年以来，销售总额达238万元，乡村

振兴便民综合服务中心所在村群众人均年

收入提高2000余元，有力拓宽了所在地农

户增收渠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六个统一、三统三定“精准管”。政府

投资建设完成经营场所后，日常经营管理

交由公开招投标确定的第三方公司负责，

制定精细的运营细则，将其纳入扶贫

项目资产后续管理（产权归属村集

体），第三方公司保证年收益率不低于

8%，实现建前有标准、建成能运营、后

续有效益。一方面，乡村振兴便民综

合服务中心管理实行“六个统一”，即

形象名称、制度建设、功能布局、窗口

设置、营销规划、服务标准统一。同

时，本着“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原

则，第三方公司根据各村乡村振兴便

民综合服务中心经营面积，投资10万

元~30万元不等，用于购置货架及店

内设施等。另一方面，建立“三统三

定”工作机制，即对全县各服务网点实

行统一采购、统一储存、统一分拣，定

时、定点、定路线统一配送，从源头、流

通和销售环节规范管理措施，兼顾超

市职能，确保食品安全、服务到位。

项目绩效、集体收益“精准用”。在

项目绩效上，坚持与群众利益紧密连接，

优先聘用有劳动能力的“三类户”，增加收

入，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将消费帮扶纳入

中心运营，实行订单制，更好支持产业发

展，带动更多就业。在集体经济使用上，

赋予衔接资金收益更大的便利度，资金可

继续支持产业项目发展，可用于村公益类

基础设施建设，也可用于好婆媳等表彰、

临时救助等，支持村庄更好发展。

经初步测算，全县第一批30个乡村

振兴便民综合服务中心建成后，将盘活

闲置宅基地及土地14处，为村集体增收

120万元，可就近就地解决务工 250余

人，其中已解决监测对象就业146人，人

均年增收1.5万元以上。

宝丰县乡村振兴局创新建设乡村振兴便民综合服务中心

蹚出健全完善村级综合服务功能新路径

近日，在位于渑池县天池镇的三门峡天池山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石泉基地，130个塑料大棚种植的羊肚菌试种成功，亩产达1500
斤，效益可观。据了解，该基地吸收了当地70余名村民前来务工，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贺晓鹏古俊锋 摄

“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活得更美

好。”说话的中年男子，戴副眼镜，皮肤

略黑，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

这位男子名叫任成顺，拥有清华大

学 EMBA学位，是河南隆源农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河南隆源食用菌

研发中心董事长，2018年被评为“中国

十大优秀诚信企业家”之一，2021年荣

获“新乡县劳动模范”称号。

河南隆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从事农业科研、加工、包装、销售

的现代化农业公司，十分注重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近年来，在任成顺的带领

下，公司飞速发展，2020 年实现营收

7086 万元。种植基地分布在河南、海

南、黑龙江和山西等4个省份，种植面

积达 5万余亩。自发面粉、石磨小米

等主要产品供不应求，合作商家 58

家，从业人员5000余人。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任

成顺审时度势，经过全面考察，投资

2500万元，在获嘉县亢村镇成立了河

南隆源食用菌研发中心，“加快农业科

技转化，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研发中

心占地 500余亩，拥有自动调温养菌

温室18座、四级恒温出菇大棚85个、

生产车间2000多平方米，主要从事菌

种研发、菌棒生产、香菇种植、技术服

务等，产品销往北京、济南、青岛、郑州

等地，出口马来西亚、韩国、日本等

国。辐射带动周边农户，通过发展香菇种

植，走上致富道路。

此外，研发中心还自主研发建成了国

内领先的食用菌智能化生产线，建立健全

了从菌种培育、菌棒生产到出菇管理的标

准化生产流程，在行业内率先通过了质

量、环境、职业健康三标一体化认证。

据介绍，今后两年，任成顺还将投资

3亿元，建设高效自动化养菌室210座、高

标准深加工钢结构车间4个。同时，不断

强化科技支撑，拉长产业链条，推动集群

健康发展，打造集观光、研发、种植、出口、

精深加工、技术服务等于一体的现代化食

用菌产业园区。

作为一名企业家，任成顺在致力于食

用菌产业发展的同时，还勇于承担社会

责任，关注、关心、关爱弱势群体。疫情

防控期间，他带领公司员工来到社区、疫

情防控点当志愿者，并捐赠了100余万

只口罩和大量消毒液、方便面、矿泉水等

物资。2021年“7·20”特大暴雨后，又带

领公司员工携两大卡车物资来到抗洪前

线。在任成顺的家乡——新乡县小冀镇

西崔庄村，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谁家有

了病人，他都要去看望和慰问。

“一人富了不算富，大家都富才算

富。”这是任成顺时常念叨的一句话，他

也一直在努力践行着。正如一位熟悉

他的“农业战线老兵”所讲：“任成顺有

实力，更有担当！” （郭明瑞）

近年来，在嵩县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下，在河南省农科院嵩县扶贫队食

用菌团队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下，嵩县香

菇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嵩县农业农村局按照“党建作保

障、政府作引导、公司作龙头、基地作示

范、脱贫户作股东、种植户作产业”的思

路，实现四个转变，即由规模数量型向

质量效益型转变、由传统生产方式向标

准化生产方式转变、由单一品种向多品

种方向转变、由落后分散栽培模式向设

施集中栽培模式转变，推进香菇产业的

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食用菌产业兴旺

嵩 县 县 委、县 政 府 以 乡 村 振 兴

“151”工作举措为引领，持续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把以香菇为主的食用菌

产业作为增加群众收入、壮大村集体经

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之

一，统筹招商引资、龙头培育、项目建

设、人才引进和技术创新等工作，成立

了食用菌行业协会。

目前，该县专门从事香菇产业的市

级以上龙头企业5家，建成现代化的菌

棒厂8家、现代化菌种厂5家、用于香菇

保鲜的冷库240余座，全县食用菌种植

规模稳定在 1.5亿袋，产业规模居全省

县级第四位。直接销售 9000吨，通过

电商销售2500吨，加工香菇酱、即食香

菇片等产品销售1000吨左右，带动1万

余户群众增收致富。

通过“三品一标”申报、“嵩上好礼”

区域公用品牌创建运营，省级食用菌会

议连年在嵩县召开，嵩县香菇的知名

度、美誉度得到不断提升。

目前，该县4家企业生产的香菇被

认定为绿色食品A级产品，2家企业生

产的香菇被认证为无公害农产品，6家

企业生产的香菇被评为名特优新农产

品。2020 年，嵩县食用菌被评为河南

省特色农产品优势区；2021年，嵩县香

菇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

高质量发展后劲足

全力抓好产业基地设施建设。采取

以奖代补、先建后补、产业投资基金等方

式，一方面对菇农现有的出菇棚进行改

造提升，一方面在对原有标准化基地设

施进行查缺补漏、完善功能的基础上，新

建标准化基地30余个。

积极推动龙头企业发展。龙头企业

是香菇产业发展的重要主导力量，也是

有效组织农民进行产业化生产、参与市

场经济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争取到

2025年，建成 10家菌种生产企业、5家

食用菌加工企业、10家食用菌菌棒生产

企业、30家食用菌龙头企业，从事食用

菌产业相关的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

达到150家。

抓好技术服务，提升科技含量。加

强技术创新，与河南省农科院等科研院

所协作，开展新品种、新技术研发，加大

香菇高产优质配套栽培技术的集成力

度；建立香菇菌种繁育中心，为生产基地

提供优质菌种及技术服务；成立公益性

食用菌技术推广机构，推广一批食用菌

生产技术，依靠县科技扶贫专家服务

团，实现脱贫户与专家的科技直通。

进一步完善产业化发展机制。通

过政府引导、政策扶持，鼓励推行“龙头

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前期菌棒

生产车间化，实行订单生产、保底价收

购，龙头企业提供菌种、技术等方面支

持。后期种植家庭化，降低人工和设施

成本，提高农户参与市场化经营能力。

加快三产融合。做好产品深加工

等配套、仓储物流建设，加快完善市场

体系和冷链仓储建设，培养一批经纪

人。除传统的线下市场外，要发展“互

联网+”销售途径。做好品牌建设，通

过市场体系建设提高产品品牌，积极开

展“名优特新”和“三品一标”创建，打造

一批优质香菇产品，争取使其入选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提高产品附加

值，进一步做大做强香菇产业。

（郭明瑞张宜伟）

9月 19日，在唐河县源潭镇龚

岗村特色农业产业园，松迎农业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龚松迎正在组织工

人对香菇种植大棚进行整理，为接

下来的香菇种植做好准备。

“每年9月至来年6月为香菇种

植期，在上一种植期，合作社种植香

菇 50万棒，生产鲜菇 50万斤、干菇

7.5万斤，产值350余万元，辐射带动

周边群众 37户 96人实现增收。”龚

松迎介绍说，“今年，我们将进一步

扩大种植规模，采取‘基地+农户’的

方式，带动更多群众致富。”

当天，在蔡庄村润东农业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郭海群在与专业人

员洽谈羊肚菌种植大棚智能化改造

方案。“计划投入20万元，对14个羊

肚菌种植大棚进行改造，以增强应

对恶劣天气的能力。”郭海群介绍

说，“下一步，我们将对周边群众进

行技术帮扶，扩大羊肚菌种植面积，

形成规模化生产。”

近年来，唐河县充分发挥资源

优势，积极引进和培育壮大龙头企

业，推动食用菌产业快速发展，实现

企业增效、农户增收。

（董希峰王永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