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刷黑后的十（里）蔡（河）公路宛如
一条黑丝带蜿蜒在青山绿水间。广水市
蔡河镇院子湾村的华家湾种养专业合
作社基地里，一座座白色的葡萄大棚格
外惹眼。

在合作社负责人邓明发带领下，我
们走进葡萄大棚看到，一串串裹着绿色
外衣的葡萄长势喜人。“这是目前市场
上火爆的阳光玫瑰葡萄，再过一个多月
就要成熟了，每斤最高卖到 30多元！”邓
明发说。

从农村走出，到大城市打拼奋斗多
年小有成就后，2017 年，邓明发不顾亲
友劝阻和反对，毅然返乡创业。他在院
子湾村及周边流转土地 787 亩，种植高
端水果品种，将基地取名为广水市发果
山生态园。

“我从农村走出，对土地有着深厚
的感情。高中毕业后，曾在家务过两三
年农，那时农村还是充满活力的。但后
来回乡发现，很多田地都荒芜了，看着
心里难受，决定在农村天地里干一番事
业。”邓明发说。

2017 年，外出到山东、浙江等地多
轮考察取经后，邓明发把目标瞄准高端
水果种植行业。阳光玫瑰葡萄、山东冬
枣、浙江杨梅……邓明发引进种植了十
余个高端水果品种。然而，家人的反对
声、群众的质疑声不绝于耳——

“老四，你好不容易从农村出来，何
必又回到农村去”“我们这里没有种过
这些品种，你能种出来吗？种出来有没
有人要？”“投入这么大，能赚到钱吗？”

“是不是为了套取国家补贴？”……
基地整理好，果苗栽下去，邓明发

的口袋也见了底，在外打拼多年积蓄的
100 余万元很快就用完了。可基地后续
建设、日常管护还需要钱，怎么办？他只
好硬着头皮找亲戚朋友借。他说，自己
认准的路，就要坚持走下去。

经过三年艰辛奋斗，邓明发的基地
渐渐有了起色。优质葡萄、大枣、桃子陆
续进入挂果丰产期。2019年实现产值 50
万元。看到生态园有了效益，亲朋好友
的态度也转为支持。

2019 年，经随州、广水两级组织部

门和农业农村部门考核，邓明发作为我
市首批“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学员，被
选送到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就读。邓明发
选择就读种植学专业，两年的理论学
习，让他对农作物种植有了全新的认
识。

“以前务农，父辈们总是说要除草、
松土，可是除草和松土的目的是什么？
没有人能讲出来。再比如庄稼施肥，什
么时间施肥、施什么肥、施多少量，都是
有讲究的。现在我是一个‘新农人’。”邓
明发娓娓道来。

坚持学以致用，邓明发将在学校学
习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每块
地种什么品种，他首先进行土壤测试，
配方施肥，种植、管理等一丝不苟。

“一人富不是真的富，乡亲富才是
真的富。”在各级党委政府部门指导和
支持下，邓明发牵头成立了广水市华家

湾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吸纳 30余个贫
困户在基地务工并每年享受分红，带动
周边 5户村民种植葡萄致富。

院子湾村十二组村民郑西安属于
因病致贫。他一直在基地务工，参与种
植管理。“每天有 100 元收入，一年下来
有一两万元收入，家里的活也都能顾
上。”郑西安说。

广水市十里街道办事处杨家岗村
村民杨小林种植了 10余亩葡萄。他经常
到邓明发的基地请教学习，而邓明发总
是毫无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他。

“目前十蔡公路沿线形成了一批各
具特色的生态种养产业。我将把在高校
学习的知识运用到产业发展中去，在生
态种植基础上，发展垂钓、农家乐等，带
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实现个人价值与
社会价值相结合，在农村天地干出一番
作为。”邓明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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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实用人才“双创双带”风采录

温馨提示：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用公筷；行车慎为本、开车礼当先；车不超速、人走行道；消防安全齐参加，预防火灾靠大家；
生产再忙，安全不忘。 （随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随州市安委会）

走进企业看亮点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实

习生辛旺达）日前，品源（随州）现代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东方航空集团
等航空公司和中商、中百、武商等大
型连锁商超达成战略合作，标志着该
公司加速拓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放大“菇的辣克 GOOD LUCK”品牌
效应取得新的突破。

7 月 27 日，走进品源的香菇调味
品车间，即将出口东南亚的一批香菇
酱正由叉车送上货柜。每天有 50 至
100 吨香菇酱从这里出发，经武汉阳
逻港发往世界各地；有近 2000个快件
通过各大快递公司发往全国各地。

品源研发生产的香菇酱是我市
香菇精深加工产品的代表。多年来，
品源坚持创新引领，走精深加工和品

牌 化 发 展 之 路 ，“ 菇 的 辣 克 GOOD
LUCK”品牌诞生不到 4 年时间，在国
际国内的知名度、美誉度、市场效益
持续提升。

目前，该公司的国际市场已由最
初的东南亚地区拓展至美国、澳大利
亚、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
区。今年上半年，品源完成产值 10亿
元，同比增长 100%，其中出口突破 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0%。该公司新
开发生产的木耳酱 6 月份上市后，已
实现出口 1000多万元。

“多年品牌积淀，不仅让我们的
产品在国际市场受到广泛认可，也为
公司开拓国内市场打下良好基础。”
该公司总经理罗学品介绍，“去年来，
品源积极抢抓疫情带来的发展机遇，

多措并举开拓国内市场，加快融入国
内国际双循环，效果明显。”

目前，该公司已和东方航空、国
航、深航、四川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
和陈克明面业达成合作协议，与中
商、中百、武商、良品铺子等连锁商超
约定“菇的辣克”香菇酱进场定点销
售，各种产品包装正在设计定购中，
即将供货；与各大旅游公司、高铁等
优质客户的合作正在洽谈中。

“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严控
产品品质，加速产品更新，发挥创新
和品牌的最大效益。”罗学品表示，根
据品源制定的发展规划，公司将持续
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实现从田间到餐
桌的全覆盖；更加专注于从口味向功
能转换，依托科研院校建立产业技术

研究院，给消费者不断提供更好的药
食两用的营养代餐产品，把香菇这个
健康食品推向全球。

该公司计划在全市选择 10 个乡
镇建设优质原材料基地，目前，辣
椒、大蒜等多个辅料种植基地正在
建设中。同时，该公司将进一步深
化产、学、研融合发展，与华中农
业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武汉轻工
大学、湖北农科院等科研院校开展
深度合作，借才引智不断提高创新能
力，把香菇酱为主的佐餐调味品作为
深加工方向，瞄准大健康发展趋势，
逐步开发香菇调料、香菇饺子、香菇
包子、香菇多糖、香菇肽粉、香菇乌鸡
汤等产品，引领健康“食尚”潮流和产
业发展方向。

品源放大品牌效应加速拓展“两个市场”
1至 6月出口突破1.2亿美元

“新农人”逐梦田园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张清 通讯员 夏洪存

图为品源公司香菇酱生产线图为品源公司香菇酱生产线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李文军摄随州日报全媒记者李文军摄））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张立、通讯

员蔡志锋）上半年，曾都区认真落实上
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一心一意谋
发展、实实在在抓落实，经济全面快速
稳定恢复，呈现持续恢复、快速增长、质
效提升的良好态势，交出了合格的“期
中卷”，为实现“全年精彩”打下了坚实
基础。

经济总量稳步增长。根据地区生产
总值初步核算结果，2021年上半年全区
地区生产总值 271.5 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25.9%，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4.4%（高于全省平均增幅

0.7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2.16%（高
于全省平均增幅 0.36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6 月，全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 209.78 亿
元，同比增长 38.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39.5%。全区五大支柱产业
共完成产值 192.72亿元，占全区规模工
业总量的 91.9%。

项目投资高速增长。1-6 月，全区
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 110.6%。其中
工业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 298.3%、技改
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 517.8%；第三产业
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 59.4%。1-6 月，全

区 101 个 5000 万元以上投资项目已完
成投资额同比增长 134.7%。

消费市场持续改善。1-6 月，全区
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5.94亿元，
同比增长 35.2%。

对外贸易稳中有增。1-5 月，全区
进出口总额 12807 万美元，同比增长
8.8%。其中，进口 1948 万美元，同比增
长 402.1%。

财政收入稳定增长。1-6 月，全区
累计完成财政总收入 8.37亿元，同比增
长 42.7%。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4.39亿元，同比增长 25.3%。

曾都上半年经济全面向好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鲍亚忠、

通讯员薛珊珊）7 月 26 日上午，随县
厉山镇中心小学钟光贞校外辅导站
内，20 余名小学生端坐在座位上看
书，学校教师志愿者喻晓玲正在旁
边小声辅导一名孩子阅读。

围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随县教育局聚焦学生的暑期生
活，以钟光贞校外辅导站为样板，招
募教师志愿者，打开校门，开放阅览
室、活动室，免费开办校外辅导站，
解决部分孩子暑期无人看管、学习
无人辅导的困境。

“今年暑假，学校共有 14 名党员
干部、32 名教师自愿报名参加辅导
站的志愿服务工作。”随县厉山镇中
心小学校长何振松介绍，钟光贞校
外辅导站是退休老师陈明俊于 1985
年义务创办的，主要在周末及节假

日免费为孩子们提供书籍并进行义
务辅导。陈老师去世后，退休党员
教师钟光贞又将这一爱心之举传承
至今。

钟光贞校外辅导站面积不大，
只有 100 多平方米，四周靠墙的书柜
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故事书、连环
画、科技丛书、中外名著等各类书籍
15000 多册，除了学校出钱购买的以
外，很多图书是学校教师及学生捐
赠的。来学习的不仅有集镇上的孩
子，还有附近农村的孩子。留守学
生周延瑞住在学校附近，是校外辅
导站的“常客”。“把孩子送到校外辅
导站我们放心。”周延瑞的外公时常
对辅导老师说。提起钟光贞校外辅
导站，不少家长都竖起大拇指，赞叹

“辅导站地方虽小，却解决了我们的
大问题”。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程淇、通

讯员李东明）“新冠疫苗接种是一项
政治任务，要加大工作力度，不折不
扣完成好接种任务……”7月 24至 25
日，广水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顶烈
日、冒酷暑，深入该市 18 个镇办（开
发区）开展疫苗接种工作监督检查。

各督查组深入疫苗接种一线，
采取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场查
看、与群众交谈等方式，重点围绕当
地党委政府和卫生部门在组织领
导、政策落实、宣传动员、工作作风、

部署安排、任务进度等方面开展全
方位监督检查。及时反馈发现的问
题和存在的不足，第一时间督办相
关单位整改落实，着力查纠疫苗接
种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
问题。

“我们会将监督检查贯穿新冠
疫苗接种全过程，以有力监督护航
疫苗接种工作安全有序有效开展，
力 促 全 市 尽 早 形 成 群 体 免 疫 屏
障。”广水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

广水开展监督检查
护航新冠疫苗接种

随县免费校外辅导站
让娃暑假有人“管”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诗）2021 年时
间过半，发展成效如何？7月 14日、7月 15日和 7
月 27 日，市长克克分别到各县市区调研经济运
行情况，察实情、明优势、找短板、寻实策，激励
全市上下全力以赴抓项目、比学赶超促发展，进
一步凝聚起推动随州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甘国栋，副市长李国
寿，市政府秘书长徐光喜等参加调研。

夏日炎炎，我市项目建设热火朝天，企业生
产经营形势红红火火。克克一行先后来到曾都
区天一智能、瑞力专汽，随州高新区黄鹤楼酒
业、国能长源随州电厂，广水市昌源纺织、大洋
塑胶，随县意亚食品、裕国菇业等地，深入项目
一线、生产车间，察看项目建设进展和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询问存在的困难问题，现场研究解决
的思路举措。克克还来到曾都区南郊街道邓家
老塆村、广水市十蔡线乡村振兴示范片区、随县
三里岗镇常安店村、大洪山风景名胜区庹家村
察看美丽乡村建设，到广水市十里卫生院、大洪
山中心幼儿园、随县二中新建食堂等地察看民
生项目建设进展。

调研座谈会上，各县市区汇报了经济运行
情况，企业代表提出困难和问题，市直相关部门
主动认领、积极回应。克克指出，各县市区经济
社会发展特色鲜明、亮点突出，保持良好态势。
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紧紧围绕高
质量发展主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再
上新台阶。

克克强调，项目投资是经济复苏的主支撑，
是高质量发展的主动能。要把项目摆在重中之
重位置，强化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的理念，着力引
进培育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潜力足的大项目、
好项目，做好延链、补链、强链工作，积极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要引导支持龙头企业发展，主动
对接服务企业，听取企业意见、了解企业所
需，引导企业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
力，帮助企业日益发展壮大。要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结合“我为企业办实事”实践活动，千
方百计加强要素供给保障和精准服务保障，为
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充分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要坚持规划引领，推动城乡建
设提档升级。要加快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
项、提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
待。要加强环境保护治理，着力推动绿色发展。
要持续加强作风建设，以“拼抢实进”的状态和
作风，全力以赴打好“下半场”，确保实现“全年
精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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