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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 11日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是民生之本 创业是富民之基创业是富民之基
——随县推进就业创业典型宣传之三

“小龙虾”托起小康梦
——记裕丰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贺森林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吴财荣 通讯员 张涛 何晓欢 盛心怡

铺就绿色致富路
——记随县万福店农场潘家大院农庄庄主水远鹏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吴财荣 通讯员 张涛 何晓欢 盛心怡

返乡创业铸辉煌
——记随县草店镇尊瑞酒店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世贵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吴财荣 通讯员 张涛 何晓欢 盛心怡

日前，走进随县草店镇尊瑞大酒店，记者看到整个店
区一派温馨，一流的环境,竭诚的服务, 让人倍感亲切。
酒店总经理刘世贵告诉记者：“我回乡创业发展，全靠县劳
动就业局和当地政府的关心支持。如今企业发展势头看
好，我对未来更是充满了信心。”

刘世贵是草店镇二道河村人,1979 年出生,1994 年毕
业于草店二中，并考入随州六中, 但因家境贫困, 父母无
力承担学费而辍学。

1995 年初春，年仅 16 岁的刘世贵随乡亲们一起南下
广东打工，后经熟人介绍，在中山市大涌镇中胜家俱厂做
了一名学徒工。他凭着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勤奋好学和
严于律己、雷厉风行的作风获得了老板的信任，很快成为
厂里的技术管理骨干。

2000年 8月，刘世贵结婚组成了小家庭。为谋求长远
发展，他辞去了中胜家俱厂优厚稳定的工作。凭着在厂里
学到的一技之长,在广东另起炉灶，从事家俱生产销售，一
干就是 8年，事业有成。

2008 年，刘世贵经过反复调研，转行从事餐饮、娱乐
休闲行业，注册成立了“俊宝休闲中心”，由于诚信、合规经
营，被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授予信得过单位和免检单位。
几年间的奋力拼搏,他更多地了解了餐饮市场和不同层次
的消费群体,学到了酒店管理运行经验,也积累了一笔财
富。

2018 年冬，草店镇招商引资工作组南下广东动员刘
世贵回乡创业，他也有回到家乡创办酒店的梦想。于是他
便回乡考察，作细致深入的市场调研。随县就业创业政策
感召着他,家乡的发展变化吸引着他,浓浓乡土情牵挂着
他, 刘世贵毅然决定返乡创业。

说干就干。在随县劳动就业局和草店镇政府的大力
帮助下，刘世贵于 2019年 1月签订了购房合同, 耗时半年
完成了精装修，注册成立了尊瑞酒店有限公司，总投资达
500多万元。

尊瑞酒店是一家在随县草店极富盛名的酒店, 自酒
店创办以来,凭借自身极具特色的经营理念和优质的服
务, 倍受消费者青睐。

“酒店的稳步快速发展,是顾客信任和支持的结果。”

刘世贵说，餐饮行业的市场是广大顾客,在市场起决定作
用的新常态下,赢得了顾客就赢得了市场。酒店始终奉行

“顾客至上”的准则,以义致利,恪守商业信誉,从无欺诈行
为,做到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顾客的满意度源自酒店的
服务。

尊瑞酒店坚持“信誉第一,顾客至上”两大核心理念,
秉承“金杯银杯不如顾客口碑”,讲信誉、重服务,倾心打造
至高品味的美食场所,通过人性化服务,给顾客带来宾至
如归的感觉。

尊瑞酒店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勇于承担社会责
任。2020 年 1 月底，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在得知草店卫
生院医护人员和志愿者靠泡面充饥时，尊瑞酒店免费为其
提供盒饭、住宿等, 直到疫情解封。酒店还先后为 10名困
难人员提供就业岗位，受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表扬。

谈到发展，刘世贵向记者形象地描述说：“尊瑞酒店的
发展就像这五颜六色的彩灯一样，我们追求的是让酒店走
出一条五彩缤纷的发展之路，感谢家乡给了我一个很好的
发展平台。”随着酒店对工艺创新投入的不断加大，相信尊
瑞酒店一定能走出发展的五彩路。

“返乡创业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随县劳动就业管理局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优化创业服务，落实补贴政策，强化示
范带动，加大宣传引导，不断优化返乡创业环境，带动更多人员返乡创业，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

“汉襄肱骨、神韵随州”建设，贡献出随县劳动就业力量。本报今日推出随县 4位返乡创业典型，以飨读者。
【 阅读提示 】

日前，走进随县万福店农场潘家大院农庄，一股生
态气息扑面而来。2017 年 2 月，返乡创业青年水远鹏创
建了潘家大院生态农庄，经过几年发展，农庄被打造成
了令市民向往的“生态乐园”。

2010年 9月，水远鹏从随州机电工程学校毕业后，应
聘到广东中山富士康工作。两年后，他转行到海南三亚
星级酒店工作，经过刻苦的努力和优质的服务，水远鹏
从一名普通员工成长为酒店的主管。2014 年，水远鹏在
朋友的介绍下，又辗转到湖南张家界碧桂园凤凰酒店从
事酒店管理，事业小有成就。

2016 年底，水远鹏回乡与家人一起欢度春节，被家
乡“红瓦灰墙格子窗，绿树华灯清水塘，鸡鸣犬吠渐入
耳，庭院里头花果香”的美景所吸引。看到家乡的变
化，他返乡创业的念头愈加强烈。经过细致周密的考
察，他决定办一个生态农庄。

然而，水远鹏回乡创业的打算受到了亲朋好友的反
对。但水远鹏认定了自己的选择，经过多次思想工作和
耐心的劝说，最终他的理想得到了亲朋的理解和随县劳
动就业局的大力支持。

说干就干。初步制订计划后，水远鹏便着手房屋修
建改造、整治周边环境卫生、增设农庄配套设施。2018
年 7月 30日，水远鹏注册资本 100万元，在万福店农场凤
凰山村八组成立了“潘家大院农庄”。

2018年 8月，为使农庄生态发展一体化，农庄养殖 50
亩小龙虾，当年创收 50 万元，带动本村村民创业 20 余
人。2019 年，潘家大院生态农庄被评为随州市三类民
宿。

“潘家大院生态农庄是以民宿和生态农业种养殖为
主导产业，依托区位优势，统筹发展集观光、旅游、康养
等项目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田园综合体。”水远鹏告诉记
者，为使农庄稳健发展，随县劳动就业局对农庄提供一
对一帮扶服务，在政策指导、资金申请、咨询策划、人才
培训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创业服务。

2019年 8月，凤凰山村大力发展苗圃经济，为响应政
府和村“两委”发展林下经济号召，水远鹏投资 20 余万
元，在苗圃基地建成一个 3000 只规模的土鸡养殖基地。

当年实现养鸡收入 12万。
一人富不算富，引导大家共同富裕才是水远鹏最终

的梦想。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去做的。2020年 1月，
水远鹏利用苗木空隙种植海南香蜜南瓜 200 余亩，总产
量达 40 多万斤，带动本村劳动力就业 20 余人，村民直接
创收 22万元。

“开弓没有回头箭”。水远鹏又在编织着新的规
划。计划再投入资金 100 万元，流转土地 500 亩，组建水
远鹏农业种养殖合作社，为村民种养殖提供产前、产中、
产后服务，为村民增收致富助一臂之力。

坚守方显珍贵，磨砺始得玉成。为助力乡村振兴，
建设幸福农庄，水远鹏正在对潘家大院农庄进行远景规
划，初步拟定出“一带三区”的现代农庄格局，即：打造绿
化景观带；构建生态农业区、风景游览区、休闲活动区。
时下，水远鹏没有驻足，他正带领着农庄全体员工一步
一步地实施着规划，最终真正实现美丽与富裕、强村与
惠民的共赢，带动更多的乡亲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我这里的小龙虾个头大、体型美，人见人爱, 很受
市场青睐！”在随县均川镇胡家台村裕丰生态农业专业合
作社小龙虾基地，31 岁的合作社负责人贺森林拿起一只
乌红的小龙虾，说起话来眉飞色舞。

贺森林是随县的小龙虾养殖能手，采用稻虾共作模
式，他养殖的小龙虾品相好、肉质鲜嫩。

贺森林出生在随县均川镇胡家台村,2012 年 6 月，毕
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学院与动物医学院。毕业后在
北京资源集团种猪场实习一年多，2014 年初在襄阳环山
饲料厂担任业务经理，2016年担任可莱威随州区域经理，
工作稳定，收入可观，事业有成。

2017 年底的一次家乡行，让贺森林感触颇深。儿时
的伙伴几乎都外出务工，家乡面貌依然与十年前一样变
化不大，心里很不是滋味。回乡创业、带领村民奔小康的
种子开始在他心里生根发芽。

回乡创业，说干就干。然而干什么，怎么干？让贺森
林犯愁了。于是，他找到一位潜江要好的朋友给他出主
意。朋友告诉他，稻虾种养模式在潜江发展得不错，大部
分农民因虾而富，贺森林便和朋友一起到潜江考察。

考察归来，在随县劳动就业局和镇、村干部的大力支
持下，贺森林一口气流转了 200 多户村民的 400 多亩农

田。然而，作为一名动物科学与动物
医学专业的毕业生，要做好稻虾种养
殖，并非一件容易事，贺森林顿时感到
压力山大。为掌握稻虾种养技术，他
几乎翻遍所有通讯录里能提供技术的
人，一个个拜访，实地考察。那段时
间，贺森林白天在塘口考察学习，晚上
在手机上听网课，有时候一听就到凌
晨两三点，虽然很累，但知识的滋养，
让他乐此不疲。

2018 年 10月，随县裕丰生态农业
专业合作社成立，贺森林带着工人驻
扎在工地上，白天一边搞测绘，一边施
工，晚上计算出结果，指导第二天施
工。

2019 年 3 月，合作社第一次引进
小龙虾种苗。因为 2018 年是寒冬，导
致虾苗供应量很少，而且虾苗非常贵，
拿着钱也难买到优质的虾苗。贺森林
昼夜守在潜江育苗大户的虾塘边，有

优质虾苗他就全部买下。4 月中旬投苗工作结束，5 月迎
来第一次收获，看着色泽漂亮、活蹦乱跳、张牙舞爪的小
龙虾，他顿时觉得一切努力没有白费。

6 月份开始种稻谷，由于养虾的稻田不能施化肥，不
能打农药，贺森林通过在潜江的考察发现，小龙虾排泄的
粪便和虾汤里头为多余的饲料，就是最好的肥料，可以不
用化肥。至于喷施农药，他根据小龙虾的生物学特性，适
当调节水位，可以除掉前尖部分的野杂草。通过不懈的
努力，到 10月份，终于迎来稻谷丰收。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当年底，合作社共计产出小龙
虾 12.2 万斤，产值 220.6 万元，比潜江平均水平高 30%以
上，产出高品质稻谷 35.3万斤，同时深加工出虾稻米三万
斤，实现销售收入 48.7万元，全年产值达 269.3万元，实现
净利润 140万元。

裕丰生态农业合作社不仅为社员带来了收益，也为
村民提供 50 多个就业岗位。其中吸纳 23 个困难户在合
作社常年务工，人均年收入近 3 万元。同时，带动周边村
民养虾 500多亩，壮大了一方稻虾产业。

时下，裕丰生态农业合作社正在探索“稻+渔”“稻＋
鳖”等新型种养模式，以期带动更多村民发展种植养殖
业走上小康路。

回乡创业天地宽
——记随县中天纺织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军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吴财荣 通讯员 张涛 何晓欢 盛心怡

近日,走进随县中天纺织有限责任公司，记者看到各
种不同规格的帆布正在装箱打包，一位年轻人正站在一
群工人中间有说有笑，指导工人把一箱箱帆布整齐地装
放在大货车上。

这位年轻人叫李军，是位于唐县镇桃园村随县中天
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总经理。

二十年前，当李军离开家乡来到随州市机电工程学
院就读时，一定想不到，本想去更远的地方见更多世面
的他，会回到家乡，宿命般地创办纺织厂，而且还办得风
生水起。

1985 年 10 月，李军出生在随县唐县镇刘台村，父母
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2001年，李军高中毕业后,就读于随州市机电工程学
院。2004年 6月，李军从随州机电工程学院毕业，应聘到
广州一家私营纺织厂从事机械维修方面的工作。因吃

苦耐劳，踏实勤奋，2005 年，晋升为厂里设备工程主管。
2007年，升职为厂长，负责工厂所有事务。

2011 年，不满足于现状的李军“另起灶炉”，在广州
租赁仓库，经营纺织机械的改装、二手纺织机械买卖，事
业小有成就。

2018 年底的一次家乡之行，让李军的心情难以平
静。家乡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远赴外地务工谋生，导
致大片田地荒芜，使他寝食难安，心里很不是滋味。经
过深思孰虑，李军决定回乡创办纺织厂，带领村民共同
致富奔小康。

然而，李军回乡创业的打算受到了亲朋好友的反
对。但他认定了自己的选择，经过过细的思想工作和耐
心的劝说，最终他的想法得到了亲朋的理解和随县劳动
就业局、唐县镇委镇政府的大力支持。

说干就干。2019 年 2 月，李军在唐县镇桃园村征地
5959.4㎡, 注资成立了随县中天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当
年 8月，公司年产 500万米项目，被随县县政府评为“招商
引资”项目。

随县中天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在职员工 60余人，
专业生产不同规格的帆布，产品主要销往广东、浙江、福
建等地，其产品在市场做到了零投诉。

目前，公司具备完整的生产流程，由织布车间、整经
验布车间、并纱倍捻车间及其配套生产设备、办公楼、食
堂、宿舍、公用工程及环保工程组成。部分工程还在扩
建中，生产所用机械大部分来自于进口设备。

时下，随县中天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已与国内外各大
厂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在互惠互利中彼此信赖，共建
品牌，共同发展。

“事实证明，我当初的选择没有错，为使公司稳健发
展，随县劳动就业局和唐县镇党委政府对公司提供一对
一帮扶服务，在政策指导、资金申请、咨询策划、人才培
训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创业服务。办厂的一切事宜都是
他们帮我们办理，省了很多事。如今，公司已经顺利运
营，工厂的一切事宜都在正常运转。”李军感慨地对记者
说。

说起未来的发展，李军充满信心：“公司将不断完善
在行业中的形象，力争成为行业的佼佼者，以可靠的品
质和有价值的服务为社会贡献一己之力，带领更多的乡
亲共同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