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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老翁养鸡致富
江山市吉福家庭农场负责人夏吉福今年已72周岁，自小右臂就失去劳动能力，从事养鸡已有15年，去年投资150万元在清湖街道华夏

村建成了智能化鸡舍养殖肉鸡，一年有4批肉鸡出栏，年产肉鸡7.5万只，可获利35万元左右。图为近日，夏吉福在观察肉鸡的生长情况，准
备出售。 通讯员 毛家勇 郑小芝 摄

本报讯（记者 胡宗仁 报道组 程伟
通讯员 毛小伟） 11月22日，记者一走进江
山市食用菌产业园，工厂化气息扑面而来：
新建成的两幢数字化厂房是全封闭的，厂房
中间是一条笔直的通道，长约 250米，而位
于头顶、通道中间部位有封闭的连接，这是
用来物流传输的。

“两幢数字化厂房已经投入使用，还有
一幢在建的厂房。”浙江君缘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姜莉勇介绍，江山市食用菌产
业园是一个集工厂化种植、产品研发加
工、旅游观光、科普菌物、生产体验、美食
服务等于一体的菌菇产业综合体，规划总
面积 608亩，计划总投资 5.3亿元。分三期
实施，一期为建设日产 12万瓶(日产量 60
吨)金针菇生产区，计划投资 1.5亿元，规
划总面积 80 亩，由浙江君缘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农业设施用地已于 2022
年 7月建成投产，其智能工厂化生产水平
国内领先，是浙江省最大的食用菌生产企
业。

在姜莉勇的陪同下，记者又进入数字化
厂房的参观通道，看看这智能化的食用菌是

如何生产出来的。
“通道里的温度是 20℃，为了确保生产

安全，参观者一般通过这条通道可以了解到
各个生产车间的生产情况。”姜莉勇一边走，
一边介绍。

参观通道的墙壁上，挂了一块块宣传
牌，主要是介绍江山市食用菌产业的来龙去
脉、食用菌的生产工艺等。

这一期项目，是生产金针菇的，正是江
山白菇。该项目投产，说明江山市食用菌工
厂化、智能化生产再上了一个新台阶，已经
向“3.0版”迈进。

一直以来，江山白菇是农民的致富菇。
“1.0版”，简称“自然菇”。即上世纪80年代
末，全市以家庭为主，千家万户搭建毛竹、茅
草大棚种菇，全部依赖自然气候、靠天吃饭
的年代。“2.0版”，简称“空调菇”。即 21世
纪初，把食用菌搬进室内，通过人工调节室
内的光、温、水、气等，开始部分集约化、半机
械化生产的年代。“3.0版”，简称“工厂菇”。
即当前打造的食用菌住楼房温室，全程实现
智能化、数字化、精准化、机械化工厂式流水
线生产的新时代。

姜莉勇老家在新塘边镇达路边村。
1996年，姜莉勇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农学
系。大学毕业后，他原在萧山钱江啤酒厂担
任技术科长，有着一份丰厚的薪水。身为农
家子弟，姜莉勇却一直有个梦想：用自己的
专长回报家乡父老……

姜莉勇说，由于看中“中国白菇之乡”江
山白菇的发展前景，加之大学里学过相关专
业可派上用场，就决定回乡种菇。

2006年 9月，姜莉勇回到江山种起“科
技菇”，一种就是16年。

2020年，姜莉勇抓住江山市食用菌产
业发展的机遇，与人合伙成立了浙江君缘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创建食用菌产业园。

“在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一期项目
于今年 7月建成投产，现在每天出菇 50吨，
迄今已经投资 1个亿。”姜莉勇说，现在，每
天有130多人在产业园干活。

现场，一瓶瓶的金针菇是经过9道工序
生产出来的，即拌料、装瓶、灭菌、冷却、接
种、培养、搔菌、育菇、包装。

记者通过装瓶车间的窗口看到，一条生
产线只有 2个员工在操作。“这个自动装瓶

车间，一个小时能装 2.4万瓶食用菌。”一旁
的姜莉勇说，目前，厂里有三条食用菌自动
化生产流水线，从定向育种、自动装瓶、物理
灭菌，到无菌接种、恒温培养、准确搔菌，再
到智能栽培等实现自动化、机械化操作，大
大提高生产效率和减少用工成本。同时，整
个流程是循环生产，一个个空间是封闭的，
无菌培养，因此产出的金针菇既安全，又标
准，合格率达99.9%以上。

“工厂化种菇，确实好。”看着一瓶瓶新
培养出的金针菇随着传输带，送到包装车
间，记者不由地连连称赞。

“只有包装车间的员工最多，大约 50
个。”姜莉勇介绍，这些员工主要负责把金针
菇切根、分拣、装袋、称重，再装入包装箱。
根据市场需求，大包装每袋2.5公斤，小包装
每袋250克。之后，这些包装好的金针菇被
销往上海、杭州、合肥、上饶等城市，有的还
销售到北京。

“明年，等到二期项目建成，可实现年产
食用菌2万吨。”姜莉勇说，预计到2025年食
用菌产业园栽培食用菌产量可达4万吨，产
值达4亿元。

每天生产食用菌50吨

江山工厂化种菇“3.0版”模式出炉

兴修水利忙
连日来，在江山市廿八都镇兴墩村下园河道内，一辆挖掘机

和10多名施工人员在浇筑河道、垒砌小水坝、清理河泥等。据了
解，该河道是穿越村庄的主要河流，工程从8月开始动工，预计11
月底完工。 通讯员 金超水 摄

白辣椒批量上市
近日，在柯城区万田乡华华家庭农场，农场的工作人员正在

采摘“衢椒一号”白辣椒。这款白辣椒洁白如玉，是衢州市面上最
辣的长辣椒品种，农场分为早秋两季采摘。

记者 黄紫依 通讯员 刘烨珏 摄

预计未来七天，我市以
阴雨天气为主。25 日阴有
雨。26日阴到多云。27日至
28日阴有雨。29日至 30日
受强冷空气南下影响，有一
次明显的降温和降水天气过
程，过程雨量预计 15毫米至
30毫米，降温幅度可达 10℃
至 14℃。12月 1日阴有雨，
早晨最低气温可降至 4℃以
下，山区更低，局部有雨或雨
夹雪。

连作晚稻基本收割完
毕，农户抓紧完成烘干和贮
藏，防止粮食受潮。未来降
水增多，土壤墒情改善，还未
移栽的油菜抓紧移栽，移栽
后的油菜及时浇水补肥，促
进生长。趁降水间歇，抓紧
开展柑橘采摘，采摘后及时
追肥，恢复树势；已完成施肥
的可开展树形修剪，并将剪
下的枝条和枯枝落叶及时清
理出橘园，防止病菌滋生，保
证橘树安全越冬；采摘下来
的柑橘做好防腐和贮藏，贮
藏处应避免阳光直射，并有
良好的通风环境，防止果实
腐烂。未来强冷空气南下，
气温大幅下降，设施大棚要
做好大棚检修，检查保温设
施，低温天气尽量关棚，防止
低温冷空气进入大棚，导致
棚内作物受害。

浙江省龙游农业气象试
验站 贺卓堃

气温大幅下降
抓紧油菜移栽

本报讯（通讯员 郑依霖）
近日，走进龙游县模环乡茶场
新村林家铺子的“美丽牧场-士
元养殖小区”，一栋栋新建成的
鸡舍整齐排列，格外醒目。

小区内，首位入驻的养殖
户李三海正在鸡舍里仔细查看
鸡苗状态。几天前，他刚引进
了 23000只鸡苗，成为了这里
的首批“住户”。“养殖环境好，
规模大，自动化程度也高，我们
以前养殖需要很多人工，现在
我一个人就能管理一栋鸡舍。”
拥有 12年肉鸡养殖经验的李
三海高兴地说。

一个人如何能管理好一栋
鸡舍？原来，在该养殖小区内，
每栋养殖栏舍都配置了自动环
控、自动喂料等系统，通过设置
好环控参数后可自动控制舍内
的料线、水线、风机、燃气取暖
等设备，达到喂养、降温通风与
保温的自动化。同时，舍内还
装有预警系统，可根据设置的
报警阈值，自动推送报警信息，
提醒养殖户及时处理。养殖户
每天只需轻轻按动按钮，就能
迅速完成加料、通风、调温等养
殖操作，方便又快捷，有助于提
升养殖效益。

“当初吸引我的就是这里
的智慧养殖方式和服务，所以
我也想做成一个示范，带动其
他养殖户入驻，把小区搞好。”
李三海表示。为支持士元养殖
小区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养
殖，国网龙游县供电公司、县水
务集团、龙游新奥燃气公司还
为其量身定制了电力、供水、供
气等优惠政策，为养殖户解忧。

“政府投资建设，公司组织
运营，农户入驻生产，在整个过
程中，农户只需要负责养殖。”
衢州温氏畜牧有限公司经理王
小红介绍，该养殖小区采取“政
府+企业+农户”的运营模式，由
温氏公司出资租赁，实施整体
运作，并为养殖户提供鸡苗、疫
苗、饲料等技术和管理的全方
位支持和服务，还负责统一收
购、销售，大大减少了农户的投
资成本，降低了养殖风险。

“该项目是我县通过产业
发展联农带农，促进村集体低
收入农户稳定增收的新模式、
新探索。小区共建成 11栋养
殖栏舍，均设计为 2层，每平方
米可养12只至14只鸡，按一年
养 4批来算，可实现年出栏量
约 125万只。”县奔康集团美丽
乡村大花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副经理罗旺表示，一方面，项目
整体对外出租，租金收益可达
100多万元，将带动 20个重点
帮扶村的低收入农户稳定增
收；另一方面，每户养殖户年收
益可达 30多万元，将有效配合

“小县大城 共同富裕”农民集
聚转化工作，促进农民增收，实
现集聚转化共富。

首批“住户”入驻
“美丽牧场”

本报讯（通讯员 朱恬静 汪亮亮 宋
佳男）连日来，在开化县村头镇养老服务
中心建设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
抢工期、赶进度，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目前，项目新建楼的主体已完成，进入装饰
装修阶段，预计年底前完工。

“第三方运营单位根据建设其他敬老院
的经验，对我们的原设计进行了优化改造，包
括插座的布置、房间床位的布局以及卫生间
一些适老化洁具的布置，都给我们提供了合
理化建议，可以更方便老人的生活。”在新建
楼的样板间，项目负责人余文震告诉笔者，为
了让农村机构养老模式转型升级，村头镇养
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作为试点，依托“公建民
营”的模式与专业团队进行合作，通过装修设
计方案的提前介入、社会资本的投入，让项

目能够实现从建设到运营的无缝对接。
据余文震介绍，该项目总用地面积

5993平方米，新建总建筑面积3817.23平方
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3395.7平方米，地下
建筑面积 421.53平方米。新楼施工完成
后，还会对原养老院的老楼进行改造，包括
加装电梯、空调及卫生间的适老化改造
等。全部完工后，预计能提供 190张床位，
其中护理性床位达到60%。

为加快建设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让越来
越多老人畅享优质养老服务，开化县全力推
进养老机构布局调整，对全县14家乡镇敬老
院进行规模撤并，按照五大片区布局，通过
新建、改扩建方式建设芹阳、华埠、马金、池
淮、村头5个中心敬老院，推动乡镇敬老院逐
步转型升级为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

据了解，开化县5大区域性养老服务中
心（敬老院）项目已被列入 2022年省“4+1”
重点项目，共投资12亿元，目前都已如期开
工建设，在加紧施工中。开化作为衢州市
唯一以全县“一盘棋”谋划开展乡镇敬老院
布局调整与改造提升工作的地区，项目建
设前，召集相关部门、乡镇专题讨论会，广
泛听取代表、委员建议，深入特困人员、低
收入群体与普通老年人家庭征求意见，明
晰撤并方向。同时，全面摸清全县敬老院
现状和特困、低保、低边及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老年人口比例，科学测定 1020张的总体
建床规模。项目完成后，能够改善敬老院
房屋破旧、护理人员不足、管理水平落后、
安全隐患较大的问题，提高敬老院的服务
质量，提升院内老人的幸福指数。

开化县5大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敬老院）项目加紧施工

“幸福养老”有了新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