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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晋江市委、市政
府主办，晋江市委人才办、团市委承
办，委托混沌学园担任教学的晋江青
年企业家混沌创新班在泉州（晋江）国
际人才港开班，51位来自晋江的优秀
企业创始人、企业家二代、新生代、高
层次人才以及晋江涉才部门干部学员
开启创新思维方式的学习。

在破冰共建环节，各小组学员积

极上台展示风采。学员们随即从泉州
（晋江）国际人才港出发，奔赴苏州，进
入“哲科摇滚，点亮创新”的课堂学习，
加入有 5000人规模的共学场。抵达
苏州后，众人开展首节互动先导课，磨
合小组学员间的协作和沟通能力。混
沌学园创始人李善友讲授“一”战略及
背后的“一”思维，即第一性原理。

（通讯员 苏志英）

晋江青年企业家混沌创新班举办

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是创新
——访连江官坞海产开发公司董事长林哲龙

林哲龙，连江官坞海产开发公司董事长。第十届、第十一届全

国人大代表。1996 年获中华农业科教奖，1998 年被中共中央组织部

评为“全国农村党员基层干部实用技术工作先进个人”，2000 年获

“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09 年被中国科协、财政部评为“全国科普惠

农兴村带头人”“全国优秀退伍军人”。

人物名片

“我现在虽然退休了，时间不够用，没
有礼拜六礼拜天，整天到晚就想把海带产
业做大做强，把鲍鱼产业做大做强，为渔
民转产转业、帮助渔民增收做贡献，为党
争光，尽到一名党员的责任。”林哲龙对记
者说。

盛夏时节，热浪袭人。近日，记者来
到被誉为“中国海带之乡”的连江县筱埕
镇官坞村。在一座外墙斑驳的灰色办公
楼前，记者见到了林哲龙。虽然已退休多
年，林哲龙说起话来语调明快，思路清晰，
言谈举止间有着年轻人意气风发的劲头。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应该退伍不‘褪
色’，我要用在部队里学习到的智慧与本
领，做一个带领全村渔民‘科技兴村’的排
头兵！”1978年，在部队锻炼了 4年的林哲
龙退伍返乡，望着村前那片漫无边际的大
海，在心中立下了誓言。

1984年，林哲龙被村民推选为官坞村
委会主任，之后担任村党委书记、官坞海
产开发公司董事长。因村两委换届，2015
年 10月在党委书记任上退休。在村集体
创办的官坞海产开发公司，林哲龙继续担
任董事长，带领公司走市场经营和科技兴
海的乡村振兴之路，把曾经是连江沿海一
个比较贫困的小渔村变成海带育苗、海带
养殖、海带加工3个全国第一，鲍鱼育苗产
业处于全国领先的富裕村。官坞村海产
养殖规模由 30多年前的单一养殖品种海
带，增加到养殖紫菜、龙须菜、牡蛎、鲍鱼、
多宝鱼等 20多种，养殖面积由 1984年单
一海带养殖的 446 亩发展到现在的近万
亩。2021年4月，官坞村获评为2020年度
福建省乡村振兴实绩突出村。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产业振
兴的关键是产业要创新。产业不创新，守
着传统农业，老百姓增收就难了。”林哲龙

说，通过种业、技术、品质等方面的创新，
官坞海带畅销全国近10个省份，海带育苗
占全国总量的 60%。单单海带养殖，全村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20000元，2021年全村
有 60%的农户养殖海带年收入达 30万元
以上。

对产业创新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林哲
龙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农业现代化，种
子是基础。“种业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芯
片。”林哲龙说，首先种业要创新。原来海
带品种由北方提供，产量低、质量差，价格
上不去。官坞村自主研发出的“黄官1号、
2号、闽优1号、2号”海带新品种在全国沿
海养殖产量高、品质好、效益好。原来新
鲜海带一吨卖 300多元，今年官坞海产开
发公司培育的海带苗在北方地区新鲜海
带售价一吨 1400多元。为什么价格能提
高这么多，关键是新品种的品质好。官坞
海产开发公司与厦门大学合作，将国外绿
鲍亲本与本土的皱纹盘鲍进行杂交，成功
培育出了绿盘鲍，并注册了“福鲍 1号”品
牌。绿盘鲍个头大，比成人巴掌还大，一
粒足有 1.5斤重；传统鲍鱼要生长两年到
两年半才 1~2两，绿盘鲍只要养一年就能
达到2两重；绿盘鲍成活率可以达到90%，
传统鲍鱼成活率不到 30%；绿盘鲍每斤售
价 150 元，传统鲍鱼每斤售价约 40~50
元。“官坞海产开发公司研发的黄官海带
系列新品种（国家评定水产原良种）和绿
鲍原种即将列入海上福建种质资源库建
设，是全国唯一一家企业拥有两个种质资
源库的项目。”林哲龙兴奋地对记者说。

“品质要创新。”林哲龙说，过去中国
人主要解决温饱问题，现在把健康食品摆
在第一位，食品健康才能长寿。原来海带
一般只晒成淡干、盐渍海带，带沙带泥，现
在海带创新品种安全、干净。熟干调味海

带配有调味包，用开水泡 5 分钟就可食
用。如此一来，身价陡增。“一般来说，传
统淡干海带一吨只卖到 3000~5000元，这
种熟干即食海带一吨则可卖30万元。”

“技术要创新。”林哲龙说，原来海带
育苗要 90天下海，而现在 45—50天就可
以搞定。过去养殖用人工拖拉海带，现在
改用机械化手段收海带，用车直接运到车
间，不受天气影响。

“种类要创新。”林哲龙介绍，官坞海
产开发公司在海带精加工上做文章，将研
发的“黄官 1号、2号、闽优 1号、2号”4个
海带品种，通过精深加工后为 16个品种、
16道菜谱、16种功效，拉长了产业链，极大
提高海带附加值，实现海带从低端原料到
高端产品的转变。原来北方 6月、南方 5
月收海带，而现在北方1月、南方2月就可
以开始吃海带。

在很长时间里，海带要么作为普通海
产品低价出售，要么作为化工原料、鲍鱼
海参饲料。官坞海产开发公司创新市场
销售，将官坞海带推广进网店、超市、大卖
场、宾馆、酒店，在全国 13个城市销售，还
出口到美国、日本等国家。20世纪八九十
年代，鲍鱼销售市场主要是台湾、香港等
地区和日本、东南亚国家，经过 30多年培
育，鲍鱼销售市场不断扩大，目前已遍布
全国一二线城市。

“品牌要创新。”林哲龙说，官坞海带
于 2017年被列入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
晤直供产品，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从
2011年至今，创建“中国海带之乡”“中国
鲍鱼之乡”“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农
产品地理保护”“福建省著名商标”“福州
市知名商标”等多个“官坞海带连江鲍鱼”
公用品牌和荣誉，提升了“连江鲍鱼”的知
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林哲龙说，合作要创新。官坞海产开
发公司创新南北合作养殖方式，将培育的
海带苗运到大连海域养殖，经第一道粗加
工后，再运回南方精加工。在每年4—5月
份将养殖满一年的一龄鲍移至北方海域
继续养殖，10月份再移回当地海域养殖，
避开南方高温期对鲍鱼生长造成的不良
影响。

经过种业、技术、品质等方面的创新，
官坞海产养殖得到极大的发展。如今官
坞良种海带比传统海带每吨能多卖 200~
300 元，每亩产值能增加 5000~6000 元。

“目前，连江养殖的老品种土鲍一粒只能
卖十几元，而绿盘鲍一粒价格就能超百
元，如农户养殖 5万粒绿盘鲍，可以卖 400
多万元，利润有 200万~300多万元，经济
效益好多了。养 5万粒绿盘鲍，两年就收
入两三百万元。”林哲龙说，官坞海产开发
公司海带育苗供应全国沿海9个省以及日
本、韩国、朝鲜、俄罗斯，造福当地渔民，助
推产业转型升级。

“农村要发展，人才是关键中的关
键。创新靠人才支撑。作为全国最大海
带良种基地、全国最新的鲍鱼育苗基地，
没有人才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在官坞
村，来自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研究所、大
连水产学院、省农科院、省水产研究所、福

建农林大学、福州市水产中心等高校、科

研院所的专家就有20多人。依靠科技，重

视人才，官坞村水产养殖的品质、产量、效
益不断提升。

“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太重要了！退休
干部有丰富的经验。我现在虽然退休了，
时间不够用。很多专家有不懂的事情还

问我。我现在就很有成就感。”林哲龙以
自己为例，强调发挥退休干部服务乡村产
业振兴的重要性。

“我这一生做海带、鲍鱼产业比较成
功，中国最大的海带、鲍鱼在我这里育
苗。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渔民及养殖
企业中，就流传着‘中国水稻袁隆平，中国
海带林哲龙’说法。”林哲龙自豪地说。中
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林哲龙，就形象称他为
左带右鲍领跑者，说他左手做海带，右手

做鲍鱼。
“今天不创新，明天就落后，后天就

淘汰。”林哲龙以此不断鞭策自己。30
多年来，林哲龙带领官坞海产开发公司
一直走在产业创新的大道上。2020 年 8
月，林哲龙代表官坞海产开发公司参加
福建省福州市首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
赛，荣获二等奖，再一次站在了创业创新
的时代潮头。

（文/图 记者 张华元）

本报与福建省退休干部工作指导
中 心 合 作 的“ 退 休 人 才 服 务 乡 村 振
兴”专栏开设以来，到本期已报道了 8
位退休人才。这 8 位退休人才，退休
前或是机关事业单位干部，或是部队
领导，或是科研工作者。他们回归乡

村后，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或担任
企 业 负 责 人 ，或 担 任 村 两 委 编 外 指
导 ，或 担 任 文 化 顾 问 ，以“ 退 休 不 褪
色、离岗不离党”的炽热情怀，在乡村
这块土地上大展才华，开创人生的第
二次事业，成为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

人才。他们一心一意为乡村百姓造
福，为服务乡村振兴不懈努力，诠释
了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
崇高情怀。让我们为他们服务乡村振
兴做出的突出贡献，为他们的奋斗和
奉献精神点赞！

本报讯 7月 8日，由厦门市翔安区
委组织部、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人社局
共同主办的“人才强链·群英领翔”翔安
区产学研人才发展论坛在翔安区悦华酒
店举办。高校专家学者、优秀企业家代
表、知名投资人及创业者共聚一堂，对翔
安区产学研人才融合工作进行探讨。

论坛上，翔安区发布“人才强链·群
英领翔”产学研人才发展生态圈人才品
牌，以产业链打造人才链，以产业群催生

人才群，推动政企校合作以及产学研人
才创新发展。产学研人才发展生态圈由
高校人才孵化圈（通过“人才培养+资源
整合”，整合区域高校资源构筑高校人才
孵化圈）、重点产业集聚圈（通过“产业提
升+平台共建”，整合辖区园区等资源构
筑重点产业集聚圈）、新城发展融合圈
（通过“创新发展+服务保障”，整合翔安
新城资源构筑新城发展融合圈）这“三
圈”组成。 （通讯员 黄泽鑫）

翔安发布人才发展生态圈品牌

本报讯“我们全家非常荣幸地收到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感受到来自党的
温暖。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送
给母亲的，也是送给千千万万党员的。
只要大家对党忠诚，总书记也都会看在
眼里。”7月8日下午，在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给廖俊波同志母亲季平英同志回信精
神和学习廖俊波先进事迹报告会上，廖
俊波的二妹廖俊芳深情讲述了习近平总
书记给她母亲回信的有关细节和他们全
家收到回信的真实感受（如图）。

报告会以“学习回信精神 弘扬樵夫
品质”为主题，由省退休干部工作指导中
心党支部、省院士专家工作中心党支部、
省人事人才研究所党支部联合主办，3个
党支部的党员和中国海峡人才市场人力
研究所（人才报社）党支部党员认真聆听
报告会，感受廖俊波为党为民的赤子之
心。

廖俊芳与在座党员分享了廖俊波
生前热爱生活、对党忠诚以及平时工

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讲述了廖俊波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不为人知的感人的
故事。

“他对党忠诚，把所有精力放在工作
上，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廖俊芳说，要把
哥哥想做的事延续下去。为此，她与共
青团福建省委、福建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和政和县联合发起设立了廖俊波乡村
教育基金，用于奖励、帮助困难学生和乡
村教师。

廖俊芳的深情讲述，将在座党员带
入对廖俊波的无限怀念之中。大家表
示，廖俊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要更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学习党史，学习廖俊波“樵夫”
精神，弘扬廖俊波“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优秀品质，真正做
好人社人，干好人社事，在各自的岗位上
真心为民、用心谋事、专心干事，真正用
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文/记者 张华元 图/张黎波）

林哲龙（右）展示鲍鱼新品种“福鲍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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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的奋斗和奉献精神点赞！

听廖俊波妹妹讲廖俊波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