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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市积极推动大众创业，实施了一系列鼓励大众创业、支持大众创业的政策措施，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大量外
出务工者带着信息、项目、资金和技术返乡创业，涌现了一批返乡创业优秀典型。

为弘扬创业创新精神，培植创业创新文化，营造更加浓厚的创业创新氛围，引导和激励更多回乡人员和大学毕业生回随州创业，加快推进我市乡村振兴战略，
市人社部门开展了 2020年度“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大学毕业生回乡创业先进典型”选树活动。今日刊登的是 10位回乡典型人物创业事迹简介，敬请读者关注。

【 阅读提示 】

随州市明益五金制品
有限公司法人 商照存

商照存，现任随州市明益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法人。
1980 年,商照存出生在随县洪山镇桥河村一个农民家庭，一家人仅靠几

亩薄田岗地维持生计，家境贫困，生活清苦。为分担家庭困难, 聪明懂事的
商照存小学没毕业就辍学回家，帮父母料理农活。

2001 年 3 月，商照存跟随亲戚来到福建省泉州市南安仑苍水暖城，在一
家水暖卫浴公司打工，主要从事卫浴的五金龙头抛光工作，因工作刻苦很快
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2005 年初，因公司业务扩大，实行流水线承包，商照
存借此机会，开启自主创业之旅。2008 年，商照存辞掉公司承包合同，另起
炉灶，在泉州租厂房、买设备，创办了高晨卫浴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商照存带领员工恪守“靠质量占领市场，以诚信谋求生存”理念，公司业
务蒸蒸日上。短短几年时间，他将一个不知名的公司，发展成为一家规模企
业。

目前，公司带动周边村民和困难户就业 125 人，人均月工资达到 4000 元
以上，大大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无就业岗位的困境。 随州市心愿开心农场

有限公司法人 王天臣

湖北俊为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法人 姜伟

随州市金一诺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法人 董建

随县塔儿山家庭农场
法人代表 李胜

随州市骏然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负责人 吴帅

广水市蔡河镇瓜蒌种植
专业合作社企业法人 邓晨

广水市杨寨镇美成
服装厂厂长 邓艳兵

湖北圣元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总经理 曹金坤

广水市长岭镇锣鼓田村养
殖合作社企业法人 宋三平

返乡创业勇追梦 带头致富当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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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伟，现任湖北俊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法人。2020 年 5 月，公司被北京华
晟联合信用评价中心评为推动绿色低碳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杰出贡献企业，全
国“3·15”诚信企业。

姜伟是一名 80 后，一直在随州经营饲料代理，养殖蛋鸭等，小有成就。
2018 年，他响应“能人返乡”的号召，在村里任职的同时，回乡创业发展蔬菜种
植业。

姜伟结合多年从事种植养殖业的优势，发展蔬菜种植，种养结合的同时不
断完善产业。为了带动大家共同致富，蔬菜基地解决了 11 户困难户的就业问
题，每户困难户管理三个蔬菜大棚，除了务工收入，年底还可以享受分红。

采摘高峰期，每天采摘 5万斤黄瓜，需要 80-100人在基地务工，截至目前，
基地已经向村民和困难户支付务工费 50余万元。

该村产业基地是曾都区府河镇探索产业振兴新模式的一次大胆的尝试，
不断增强村级集体经济自身“造血”功能和综合实力，带动农村美起来、农民富
起来，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硬件支撑。

李胜，现任随县塔儿山家庭农场法人代表，2020年获“随县示范家庭农场”
“全国食用菌产业脱贫攻坚新闻人物”荣誉称号。

1989年 9月, 李胜出生在随县殷店镇塔儿山村。2012年 6月,武汉科技大学
毕业后，先后在广东珠海优特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工作。

2016 年初,一次回家探亲时，他得知随县推出了针对返乡创业人员的诸多
优惠政策，李胜动了心，便辞去深圳的工作回家乡自主创业。

后来，经过多方考察，李胜决定在家乡发展香菇种植。为了掌握种植技术，
从选菌种到制菌棒等每个步骤，李胜都亲自上手学习和尝试，在随县劳动就业
管理局和殷店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塔儿山村投资 200万元创办了家庭
农场，经营椴木香菇 6000棒，袋料香菇 30万袋，每年为农户加工菌棒 80万棒，辐
射带动当地及周边县市的菇农种植香菇，产值达 1.2亿元。

邓晨，现任广水市蔡河镇瓜蒌种植专业合作社企业法人。
广水市蔡河镇瓜蒌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9 年 3 月，合作社法定代表

人邓晨毕业于武汉商学院，学成后返乡创业，项目部选址在蔡河镇观音堂村。
合作社目前流转土地 400 余亩，种植瓜蒌 350 亩，吸纳农村 200 余人务工，

带动 33户困难户就业；已生产食用瓜蒌籽 5万斤，药用瓜蒌皮 10万斤和药用天
花粉根茎 20万斤。

为了扩大经营板块，示范引领农村土地经营集约化、科技化发展、走高效
绿色生态农业发展之路，2020 年该合作社又进一步流转土地达 500 亩，引购新
品种 75000株，搭建瓜蒌生产网架 175000平方米。

为实现产、供、销一条龙服务，打造具有广水市地方品牌特色的生态农业
经济板块，该合作社购置大型农耕起垄机、小型挖掘耕作机、无人喷药飞机、瓜
蒌吊瓜清洗机等专业设备，已经投资 50余万元建设产品加工厂，注册“三潭秀”
瓜蒌籽品牌商标包装销售产品，做大做强具有广水地方特色的现代化龙头农
业规模。

曹金坤，现任湖北圣元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湖北圣元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是我市一家生产加工玻璃门窗、不锈

钢扶栏、幕墙制作和水电、消防、防水安装工程施工的优秀企业，公司总经理
曹金坤从部队退伍后，一步一个脚印，很快从一名水电安装工人成为成功企
业家，但他时刻牢记致富不忘乡亲，富裕不忘战友。多年来，他为战友分忧，
为乡邻解难，在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后，带动家乡经济社会发展，彰显了一
名企业家应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2020 年 9 月 8 日，广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广水市人社局正式授予湖北
圣元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退役军人创业示范基地”和“返乡创业就业基
地”牌匾。

目前该公司与金科地产集团已签定了门窗、百叶、护栏和幕墙施工安装
合同，13个工地同时开工，解决 123位人员的就业问题，其中大部分为退役军
人及家属和大学生。

王天臣，现任随州市心愿开心农场有限公司法人，获 2020国家文旅部“乡
村旅游能人”称号。

2016年，王天臣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随州和妻子一同创业，先后
投资 2000余万元建设心愿开心农场，将其打造成集科研种植、休闲采摘、研学
体验为一体的乡村农业旅游综合体。

该园区以生态开发为理念，集科研、育苗、种植、旅游休闲、青少年体验式
户外教育为一体的业务模式，涵盖现代农业生产、农业物联网科技推广、生态
休闲旅游开发、农业农村文化传承展示及餐饮服务、互联网+农业产业等，整
体架构横跨三大产业，多领域综合开发。

现公司带动春华农民专业种养合作社,当地带动就业人数达 300 人次,帮
扶困难户 30多户。通过三产融合,带领周边村民加入旅游经济中,利用中老年
游、亲子游、团体游、研学游拉动农产品销售及旅游消费经济，带动近 200户农
民户均增收两万多元。

董建，现任随州市金一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于 2019 年获曾都区万
店镇“道德楷模”称号。

为了响应我市回乡创业的号召，2016 年董建回到美丽的家乡，创立高科
技公司——随州市金一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高频变压器电感线
圈，产品主要用于各类电源适配器、充电器、LED 驱动电源、电动汽车充电桩
等。

2017 年，公司开始投入全自动化生产设备，力求把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
带到家乡，携手家乡打造乡村振兴新型产业基地，年销售额达 2000万元以上。

公司正常运转后，开创了总公司设计和销售、内地分公司协助生产的模
式，万店分公司主要负责产品生产。公司主动招聘村民就业，提供岗位 100多
个。近几年来，累计发放员工工资 1000万元，村民就业问题得到解决。

公司积极帮扶困难群众，为 10 户困难户、2 户五保户安排一些力所能及
的工作，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吴帅，现任随州市骏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2020 年被评为万和镇
科技示范户。

2013 年，吴帅开始在北京从事香菇干货销售，2015 年接触网络电商销售，
一直以来，他都收购本地农户香菇，帮助家乡农户销售。2020 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暂时不能返回北京，他与妻子商量决定将产业转回家乡。

回乡后，他们将家改建成临时仓库和生产车间，并购买了一辆大货车，开
始从事网络香菇销售，现日销售量达 5000-7000 单，日销售干香菇 6000 余斤，
持续排名拼多多香菇干货类销售第一名。

吴帅聘请了多位困难群众在厂务工，30余户困难户通过小额扶贫贷款入
股分红。除带动群众务工增收，他还解决了香菇销售渠道的难题，他与万和镇
10 个村签订香菇收购协议，直接订单式收购，解决了村集体香菇销售问题，带
动了村集体经济增长。

在吴帅的带动下，大批青年开始从事电商销售，万和镇依托吴帅的电商龙
头企业成立了电商服务中心，助力农产品电商销售，让电商产业在万和落地生
根，发展壮大。

邓艳兵，现任广水市杨寨镇美成服装厂厂长。
邓艳兵，怀着一颗对家乡的热心，在事业正处红火的时候，毅然放弃在外

优厚的待遇回家乡创业。
自 2019年 7月在广水市杨寨镇方店社区建厂以来，邓艳兵一心扑在事业

上，企业越做越好，做到了当年投资当年收益。
致富不忘家乡人，扩大规模后，他主动找到村社区，将一部分有劳动能力

的妇女组织起来学习、培训、上岗，让她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特别是受疫
情影响，很多家庭都出现了经济困难，厂里开工后邓艳兵就吸纳了 30 多户困
难户就业，为他们家庭脱贫创造了有利条件，作为企业负责人，邓艳兵是个热
心的人，每逢重要的节假日还主动购买生活物资给困难户送温暖。

2020年，邓艳兵在搞好企业的同时，计划再扩大规模，解决更多的困难群
众的就业，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

宋三平，现任广水市长岭镇锣鼓田村养殖合作社企业法人，2020 年被广
水市政府评为“致富带头人”。

广水市大堰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位于长岭镇锣鼓田村，该合作社于 2017
年 7月成立，业务范围为家畜养殖和稻虾养殖等。当年流转土地 120亩，主要
以精养小龙虾为主，稻虾混养模式。

宋三平在自己致富的同时不忘帮助乡亲，吸纳 15 户困难户就业。今年
根据市场及人们生活水平的需求，合作社调整了生产模式，创新了鸡、鸭、鱼、
虾、稻的立体养殖模式，打造了一个绿色集养殖、垂钓、休闲为一体的农家果
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