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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农业之星 "- 湖南卫红米业有限公司

打造从农田到餐桌的绿色产业链

��������湖南卫红米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
粮食种植、收购、储备、加工、销售于一
体的有限责任公司，系湖南省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由生产总厂、东湖塘工业
园、 现代农业生产基地三部分组成，总
仓储容量 8 万吨， 年大米加工能力 10
万吨。公司产品通过“绿色食品”、“有机
产品”认证，荣获“湖南首届食品博览会
金奖”、“中国中部国际农博会金奖”，
“卫红”商标被评为“湖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荣获“中国百佳粮食企业”、“质量
信誉 AAA 单位”、“国家粮食安全应急
预案实施单位”、“粮食产业化工作先进
单位”、“全国食品工业优秀龙头企业”
等荣誉称号。

公司以绿色农业产业化经营为使
命，以“以农为本、强农兴企”为宗旨。
2007年在全省率先流转耕田，建设绿色
优质稻标准化生产基地的产业模式，对

我省土地流转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带
动作用，基地先后荣获“农业产业化优
秀基地”、“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水
稻全程机械化生产示范基地”等荣誉称
号， 受到了原农业部高鸿宾副部长、徐
明华副省长等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
高度评价。 袁隆平院士对基地出品的富
硒有机大米给予高度赞誉并亲笔题名
“卫红有机米”。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通过基地“大
流转、 小承包” 的经营模式、“四统一”
（统一品种，统一农资，统一植保，统一
烘干收购）的管理模式，我们又探索出
一条“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农业产
业化经营的新模式———“粮食银行”。

“粮食银行”以“统种统购、烘干存
储、存取自由、保价增值”为宗旨，密切
的把农民利益与企业利益、生产者与经
营者联系在一起，形成利益共享的新型
合作关系。 全力为种粮户提供六大服
务：①生产技术服务：集中采购种子，统
一种植，统一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
色防控等生产技术，集中学习、现场指
导；②市场信息服务：定时发布农资、农
机、粮食市场价格、气象预警信息；③粮
食烘干服务：优先优价为会员提供烘干
服务，农民从田头收割的粮食可直接送

公司烘干。 ④保价存储服务：模式一：顺
价存储业务。 涨价顺价,落价保底，核定
价格入库后，根据市场价格变化随时结
算。 保底结算不低于入库价；模式二：定
值存储业务，核定价格入库后，依照每
月每吨 12 元的标准从存储之日起支付
增值金。 年底分红：年底粮价升值高于
增值标准部分， 按 50%的比例再次分
红。 ⑤网点兑换服务：网点设置到村，兑
换方便快捷。 会员凭“储粮卡”可到指定
的“粮油超市”兑换不同品种的粮油或
其他商品。 ⑥融资担保服务：为需求资
金的种粮大户提供融资担保。“粮食银
行”提供的六大服务体系，适用于广大
种粮农民，提供的存储服务，节省了农
民一家一户储粮过程中不科学的保存
产生虫蚀、霉变的损失，又解决了粮价
涨跌的顾虑，提供的烘干服务更为大面
积种植解决了晒粮的后顾之忧，省工省
时。 技术指导、品种统一、市场信息、便
民网点、融资担保等服务，有力的提高
了农民种粮效益和种粮积极性。

卫红“粮食银行”启动以来，农户积
极响应，仅宁乡县东湖塘、花明楼两镇
就有千余农户与我公司签订入行协议，
踊跃加入“粮食银行”。 加入卫红“粮食
银行”，种子集中采购，农民每亩（双季）

可节约 80 元；实行病虫害绿色防控，测
土配方施肥， 科学合理的使用农药、化
肥，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每亩（双季）
可节省农药费用 20 元； 种植高档优质
稻，每亩可增值 240 元；每亩存储节约
60 元， 农民每亩增加种植效益 400 元。
卫红“粮食银行”全面建成后，可集中服
务 30 万亩耕田， 每年可直接增加农民
收入 1.2 亿元， 辐射带动宁乡 90万亩耕
田增加收入 3.6 亿元，企业实现产值 5.2
亿元。

项目的实施对增加农民种粮效益，
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保护生态环境，
保证粮食食品安全，促进农业持续性发
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 公
司自始至终严格执行国家产品质量标
准，产品采用基地精心培养的无污染优
质稻谷为原料， 经过先进设备加工而
成，确保每粒稻米“绿色环保、安全放
心”，公司严格按照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严把质量关，坚持“不让一粒不合格产
品流入市场”， 取得了广大消费者的信
任和青睐；同时公司根据不同的客户需
求，开发了安全、生态、营养的绿色优质
大米、富硒功能大米、有机品牌大米三
个系列的数种大米产品。

绿色优质大米有丰富的蛋白质、
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物质，在环
境优美、无污染、水源条件好的区域种
植，实施优质种植，不用高毒性、高残留
农药，在环境、生产技术、卫生条件符合
要求的标准下加工生产，并经国家有关
的专门机构认定，准许使用绿色食品标
志无污染、无公害、安全、优质、营养型
的大米。“富硒有机米” 具有预防癌症、
保护肝脏、心脑血管、肠胃、眼睛；增强
免疫力、排毒、抗氧化；抗衰老、促进细
胞增值再生等功效。 深受广大消费者的
青睐，开启了功能品牌大米新理念。 有
机品牌大米是选用优质稻种作为种植
品种，以通过有机认证部门认证的有机
肥为辅助栽培， 再采用现代设备加工，
就可以达到完全香、Q、黏高品质有机大
米。

卫红品牌价值及影响力逐渐凸显，
卫红牌大米畅销北京、 上海、 湖南、广
东、广西、福建、贵州等地，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高度赞同和认可。 公司在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厦门、长沙等城市设
立了营销部， 组建了专业的营销团队，
先后与深圳怡亚通公司、 福建厦商集
团、四川华泉集团等多家大型企业建立
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并携手湖南日报发
行有限公司全力打造湖湘第一生态优
质大米， 公司发展势头逐渐步入了沃野流
金的佳境。

湖南卫红米业有限公司坚持以服
务三农、实现绿色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己
任，秉持以“三农”作为办企之根，以“爱
农”作为办企之魂，以“至诚至信”作为
立企之本，以“创新求实”作为强企之
道，直面新的历史机遇，卫红将全面推
进“抱团发展、立体发展、跨区发展”，向
着建设“无区间”大型复合型粮食集团
的战略目标迈进。 在稳健经营中逐渐形
成稳固的产业链，争取为国家对三农产
业的长足、 高效发展改革做出重大贡
献。

���������湖南卫红米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粮食种植、 收购、储
备、加工、销售、运输、生物能源利用开发、农产品、农业生产机
械研发、推广及服务于一体的有限责任公司，系湖南省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 公司成立于 2004年 5月，地处宁乡县历经铺开
发区（南太湖），注册资本 2080 万元，由生产总厂、东湖塘工业
园、现代农业生产基地三部分组成，总资产 1.2 亿元，总仓储容
量 8万吨，年大米加工能力 10万吨。

为实现种植、收购、加工、销售一条龙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公司于 2007 年率先实行土地流转， 流转核心耕田 5200 亩，建
设绿色优质稻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基地注重农业高新技术投
入，科学管理，实行轻简高效栽培，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生态
综合防治等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四年来在各级各部门的关心支
持下，依托华南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省农科院、宁乡县农
业局、农机局的生产技术指导，实现了从机耕到机播到机插、机
械植保、机收一条龙的全程机械标准化生产。 公司现已通过实
行“四统一”方针（统一农资、统一品种、统一机耕植保、统一收
购）在宁乡东南区四乡镇建设绿色优质稻种植基地 10 万亩，年
收购优质稻谷 8 万吨。 特别是今年建设的 2000 亩有机稻标准
化生产基地，示范作用显著，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一
致好评。基地先后荣获“农业产业化优秀基地”、“标准化生产示
范基地”、“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示范基地”等荣誉称号。

公司于 2006 年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在湖南、广
东、广西、福建、贵州等五省 30 多个地区建立了完整的营销网
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好评。产品通过“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认证，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评为“放心米”，荣获“湖
南首届食品博览会金奖”、2010 年中国中部（湖南）国际农博会
金奖；“卫红”商标被评为“湖南省著名商标”。公司被授予“诚信
经营单位”、“质量信誉 AAA 单位”、“国家粮食安全应急预案实
施单位”、“食品安全优秀单位”、“全国放心粮油认证单位”、“粮
食产业化工作先进单位”、“质量兴湘万里行魅力企业”、“湖南
省农产品加工质量安全奖”、“改革开放三十年影响宁乡经济发
展十大优秀企业”、“全国食品工业优秀龙头食品企业”、“中国
百佳粮食企业”等荣誉称号。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管理、提升品牌、
扩大市场、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为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实现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收入、保证国
家粮食安全作出应有的贡献！

��������特点： 1.天然、无污染 ：在生产和加工过程中都有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生产
过程控制体系和追踪体系。 水稻生长的全过程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无农
药、化肥，且有政府部门出具的农药零残留检测报告。 2.营养：有机硒的含量是
其他大米含量的 8-10 倍，长期食用对提高免疫力、防癌抗癌、延缓衰老、糖尿病、
肝以及心脑血管、肠胃、眼睛等皆有十分明显的作用。 3.口感好：色泽清白、饭粒
油亮；天然清香，口感绵软劲道。

金香一号礼盒
规格：4KG/盒

�������商品详细介绍： 有机米的十大功能。 1.提高人
体免疫力 2.抗氧化，延缓衰老 3.保护修复细胞 4.参
与糖尿病的治疗 5.防癌抗癌 6.保护眼睛 7.提高红
细胞的携氧能力 8. 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9. 解毒，防
毒，抗污染 10.保护肝脏。

���������商品详细介绍： 硒(Se)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微
量元素，硒是生命的火种、抗癌之王、细胞保护神、
天然解毒剂。长期食用富硒产品，能抗氧化,延缓衰
老,解毒、排毒、抗污染,保护肝脏和造血系统;防止
细胞老化,降低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癌变,提高免疫
力。

��������红米介绍： 红米其米色粉红，含丰富的植物蛋
白、铁、维生素及氨基酸等多种人体必需的物质，
俗名 "长寿米 "，又名 "补血米 "。 长期食用能健脾
益胃，润肠通便，促进睡眠，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
清除自由基， 提高免疫力； 尤其可升高血浆
（HDL），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对抑制癌细胞物质
具有重要意义，预防结肠癌的作用更是明显。

企业简介

金香二号礼盒
规格：4KG/盒

富硒有机米
规格：2.5KG/盒

凤凰山红米：
规格：2.5KG/盒

凤凰山生态功能米
规格：2KG/包

湖南卫红米业有限公司
地址：www.hnwhmy.cn��服务热线：0731-87838765��
湖南日报发行物流有限公司
销售热线：0731-843187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