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黔丰记（四）

珍馐撑开“致富伞”

九月是丰收的季节，走进黔东南州从江县贯洞镇广龙社区，一旁的易地搬迁广龙社区食用菌产业扶贫车间内，阵阵菌香扑面而来，圆柱形的菌棒整齐

排列在层架上，从菌棒上长出的金黄色榆黄菇朵朵盛开，密密麻麻。

9 月 23 日，广龙社区的几十名易地扶贫搬迁户一大早就来到食用菌产业扶贫车间采摘榆黄菇。“现在政策真的好，我们告别破旧茅草房，住上漂亮搬

迁房，还可以就近到扶贫车间采摘榆黄菇，一天工资有 80 元，年底还有分红，我们住得安心、住得开心。 ” 一位搬迁户说。

小小食用菌，不仅带来丰收的喜悦，还撑起了群众的“致富伞” 。目前，贵阳市农投集团从江食用菌基地探索出“1+3” 食用菌产业发展模式，即建设年

产 3000 万棒的高标准菌棒厂 1 个，创新开展社区工厂、庭院、林下等 3 种出菇模式，示范带动从江 19 个乡镇、6000 余农户 2.4 万余人，累计种植食用菌

1300 余万棒，农户人均可增收 5000 元以上，实现了投入少、就业稳、效益高、带动强。

贵阳农投集团在从江建设食用菌基地，发展食用菌产业，让易

地扶贫搬迁群众有了稳定收入，农民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小小

菌菇撑起了群众“致富伞” ，这样的“丰” 景格外动人。 实现乡村

振兴，推进农业产业化是一道必答题。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关键性举措。 一方面， 农业产业的兴旺能带动农

民增收致富， 吸引更多的优质资源要素向农村汇聚， 从而推动农

村全面进步、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从吃饱到吃好的提升，让人民拥有更多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生

态、健康已经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指标，农业生产不仅要

追求量的提升，更要追求质的保障，唯有坚持绿色发展，保障产品

品质，才能够赢得市场、赢得未来。

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要在全产业链上持续发力。在种植上要

因地制宜、合理布局，选定合适的项目，形成科学化、规模化生产；

在流通上要不断拓宽渠道、拓展市场，保障产品卖得出、卖得好；

在加工上要精益求精，打造品牌，努力实现农产品价值最大化，形

成更加稳固、健康的产业链，助推黔产农货涌入更大市场，迈上高

质量发展轨道。

当前，农业发展有着广阔的空间，蕴藏着巨大潜力。 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消费结构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技创新等，都为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期待广大企业、企

业家和各类人才， 把目光投向农业农村的广阔舞台， 让农业产业

化发展活水奔流，“丰” 景更动人。

贵阳农投集团从江食用菌基地———

朵朵菌菇迎丰收 撑起群众“致富伞”

让农业产业化的

“丰” 景更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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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农投集团从江食用菌基地高标准菌棒厂。

贯洞镇村民在易地搬迁广龙社区食用菌产业扶贫车间内采摘榆黄菇。

■ 建设高标准菌棒厂 引领产业化大发展

在从江县贯洞镇美娥工业园

内，1 座年产 3000 万棒的高标准

菌棒厂格外引人注目。 走进菌棒

厂制棒车间，12 名工人佩戴口罩

正在开足马力加紧生产菌棒，拌

料、装袋、灭菌、冷却、接种……各

项流程井然有序。

“制棒车间共有 1 条半自动

生产线，2 条全自动生产线，都是

国内一流的生产设备， 可实现全

自动拌料和装袋，高温高压灭菌，

菌棒恒温培养。 ” 贵州省从江县

菌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负责

人杨正伟说。

2020 年， 贵阳市农投集团与

从江县合作共建的贵州省从江县

菌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落户从江

县贯洞镇美娥工业园， 建成年产

3000 万棒的高标准菌棒厂， 可实

现销售收入 9180 万元， 在当地逐

步形成集食用菌菌种研发、菌棒生

产、销售的全产业链业态。

在菌棒制作方面， 可提供香

菇、木耳、红托竹荪、平菇等适宜从

江种植的品种； 在发展生产方面，

菌丰公司创新探索出菇示范基地，

成熟菌棒交给农户负责出菇生产；

在销售保障方面，依托贵阳市农投

集团农产品流通体系，确保食用菌

种得好、产得好、卖得好。

建设高标准菌棒厂， 不仅引

领从江县食用菌产业发展， 还带

动了当地群众就业。目前，菌棒厂

有稳定工人 50 余人，都是贯洞镇

周边的易地扶贫搬迁户和居民。

从从江县下江镇搬迁到贯洞镇广

龙社区的姚秀权， 因之前有过养

鸡场的管理经验， 经过培训合格

后， 在制棒车间当上了管理员。

“在菌棒厂上班， 每天有 120 元

的稳定收入， 以后的日子也越来

越有盼头。 ” 姚秀权说。

菌棒厂建好后， 家住贯洞镇

南苑小区的居民张锡细就来到制

棒车间上班。“不用背井离乡，又

能顾老带小，家门口就有钱赚，以

前根 本 没想 到有 这样 的 好事

儿。 ” 张锡细说，现在每月最低能

保证有 3000 元收入，待遇不会比

在外面打工低。

■ 创新三种出菇模式 因地制宜挖潜增效

从江县贯洞镇广龙社区食用

菌产业扶贫车间内， 层架上的榆

黄菇已经成熟， 工人们正忙着采

摘。“榆黄菇属于中温品种，适合

夏天种植， 这批采摘的榆黄菇将

被销往全国各地， 预计销售额将

达到 20 万元。 ” 扶贫车间管理员

韦雨清说。

据介绍， 这是菌丰公司在当

地发展食用菌种植新模式的社区

工厂之一，主要以种植榆黄菇、红

托竹荪为主。 通过当地生态移民

局的协调规划， 充分利用易地扶

贫安置点闲置的门面与地下室来

种植食用菌， 并且带动当地村民

在基地务工，实现“楼上居住、楼

下就业” 。

该产业一年能固定带动 150

户， 每户的收入一年在 8000 左

右。 村民梁贵暖就是其中的受益

者之一，看到社区工厂落户，她毅

然决定放弃外出务工， 选择到社

区工厂上班，由于工作出色，如今

已经当上了管理员， 每天的工作

主要负责工人的日常调度。 “现

在可以照顾家里小孩和老人，收

入也还可以。 ” 梁贵暖说。

目前， 在当地有关部门的支

持下， 菌丰公司盘活了美娥、南

苑、广龙、银新、贵运等 5 个社区

一楼闲置门面、 停车场资产，以

“公司 + 合作社 + 基地 + 搬迁农

户” 模式，打造集菌种研发生产、

菌棒制作培养、 出菌示范栽培和

产品加工销售为一体的标准化全

产业链食用菌产业发展体系。

“除了社区工厂，公司还通过

专家学者实地调研考察，结合当地

的气候环境和土壤条件，创新发展

出了林下种植和庭院种植两种出

菇模式，进一步拓宽了当地群众的

收入来源。 ” 杨正伟说，到目前为

止，公司通过三种出菇模式，已发

展种植食用菌 200 余亩，带动当地

村民 7000余人就业。

在从江县贯洞镇腊水村林下

种植基地，一片树林下，一堆堆椴

木横竖交叉堆放整齐， 椴木上已

长出洁白粗壮的菌丝， 散发出浓

郁的菌香， 技术员姚茂国正忙着

给椴木翻堆，确保上下水分均匀。

“今年 6 月底我们共投放 310 吨

椴木、菌种 6500 包，预计 11 月中

旬椴木香菇就可以初采摘了，明

年将迎来丰产期。 ” 姚茂国说。

而庭院种植， 则是指合作社

组织农户利用房前屋后、 田边地

角、 闲置田地等闲置资源建设简

易出菇大棚， 发展食用菌种植。

“按照 ‘公司 + 合作社 + 党员 +

农户’ 模式，由公司提供菌棒、技

术管理、收购、销售、人员定点驻

村指导， 农户负责管理采收。 目

前，在贯洞镇，越来越多的农户参

与庭院种植。 ” 杨正伟说。

■ 示范带动成果凸显 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贵阳市农投集团进驻从江

县后， 示范带动了从江县发展

3000 亩食用菌种植， 覆盖从江

县 19 个乡镇、 专业合作社 100

个， 带动 6000 余农户 2.4 万余

人增收致富。 从江县贯洞镇腊

水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今年， 腊水村与菌丰公司

合作，采取“政府 + 公司 + 合作

社 + 农户” 的模式， 全村共有

14 户种植黑木耳 28.52 亩 ，共

计种植 17.15 万棒， 总产量达

17 万斤， 为群众带来每户至少

1 万元的纯收入。

“我们公司无偿提供菌棒，

并提供技术指导。 在产品回收

上， 我们以保护价的方式保障

老百姓的利益。 无论面临什么

情况，我们扣除菌棒成本价后，

都会确保他们一棒有一元钱以

上的收益， 这给农户吃下了定

心丸。 ” 杨正伟说。

去年收水稻后，腊水村坝区

稻田开始空余，合作社便开始动

员群众开田放水，发展黑木耳种

植，共分了两批下地。 木耳由群

众种植，合作社统一管理，采摘

后统一由菌丰公司收购。“我想

到地空着也是空着，还不如种点

东西。 刚好黑木耳种植简单，我

就在家里尝试种植。 一年能种

个万把棒，现在赚了有两三万块

钱，生活条件改善了不少，感谢

国家的好政策啊。 ” 贯洞镇腊水

村村民蒋魁说。

腊水村村民杨巧云也是参

与黑木耳种植的农户之一，黑木

耳种下后，她每天早上 7 点半就

准时到龙图大坝食用菌基地工

作，一天工作 8 个小时，就能拿

到 100 元的务工收入。 “在这里

上班真的安逸，离家近，能照顾

老人和小孩。 不像以前在外打

工，家里有事也回不来，只能干

着急。 ” 杨巧云说。

杨正伟表示，下一步，公司

将采取“内外循环模式” 在从江

县发展食用菌产业，其中内循环

以菌丰公司 “工厂化出菇 + 示

范基地 + 社区工厂” 模式实施。

工厂化预计年种植秀珍菇 1320

万棒、 示范基地计划种植食用

菌 80 万棒， 其中香菇 50 万棒，

黑木耳 30 万棒，社区工厂预计

年种植食用菌 86 万棒。

外循环以黑木耳为主 ，预

计年种植黑木耳 250 万棒，采

取 “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 模

式实施， 合作社每棒交 1 元定

金 后 ， 公 司为 其 生 产 合 格 菌

棒， 菌棒发出后公司全程免费

提供黑木耳种植技术指导 ，产

品采摘后公司根据市场定价包

回收， 确保群众能得到相应的

收益。

高标准菌棒厂的工人正在生产菌棒。

从江食用菌基地高标准菌棒厂的菌棒储存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