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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粒米，一粒比文字、比音乐还久远的米。
沃野广袤的澧阳平原上，有一座矗立在历史高处的所在，它叫城头山。 上古时代，我的先祖就诞生在这里。
沧海桑田，我都厘不清先祖的年岁了。 但用碳位素的现代方法测定，我先祖生长的这块稻田和喂养的这方城池，已有

6000 余年的历史。 因此，城头山被誉为“城池之母，稻作之源”。 托澧阳平原的福，我也系出名门。
从美丽的澧阳平原来到繁华的星城长沙，今天，我就讲讲我的故事。 ■王月［ ］

中国好大米 澧县“城头山”
城 头 山 米 记

当第一缕春风拂过澧阳平原，我从整个冬季的沉睡
中翻过身来，开始了关于春天的畅想。

种子，是作物之本。6000 余年的城头山水稻栽培历
史，造就了我天然优质的纯正基因。 不只是人类讲究优
生优育，历经培育引进、直面千挑百选，我和我的小伙
伴成为了春的注脚，绿油油、齐刷刷地在工厂里孵化出
来。 没错，是工厂。

我所伫立的这方土地， 是悠悠澧水的冲积平原，红
黄泥、浅红黄泥、青隔红黄泥、青隔河沙泥、白散泥、青泥
组合出了最适合大米生长的土壤， 并富含微量元素硒、
天然花青素。种子与土壤的千百年对话中，我，代言着中
国的优质大米。

利用自然，更要尊重自然。我成长的环境，展示着人
类追求的所谓和谐的最高境界。 广泛使用传统农家肥、
有机肥、草木灰助力墒情，普遍采取稻鸭、稻虾、稻鱼共
生治理病虫，物理方法的实施使得物种多样共存。 生态
种植，从源头保证着我的安全与营养。

宜居，也不只是人类才有的专利。 层高、通透、坐南
朝北，是我栖息的起码标准。 统收统储是出产好米的基
础条件和有效保障，低温储存、电子温控、分级管理，成
为了我的日常所需。 即使一道简单的烘干程序，它的投
入也以数千万元计。空调？我和我的小伙伴的一天，随便
就能消耗万元的电费。

由一粒谷到一粒米，也不仅仅是去壳这么简单。 当
我被输送到大米生产线上，我知道，几近严苛的考验开
始了。

分级精选、色选、抛光、低温沙辊碾压、吸式去石……
40 道工序，城头山大米建立了完整的加工标准，每一粒
米的精度、等级、色泽、气味等指标，都有着超过国家标准
的要求。

生产线采用国内设计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生产工艺，
部分进口瑞士布勒公司和日本佐竹公司的主机设备。 新
谷现碾的加工方式，确保了我的生命状态、新鲜动态，加
工过程不做任何添加，以朴素状，还自然匠心，最优化地
保持了大米的营养。

标准化，为传统的农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城头山”
粮油分类收储、虫霉绿色防控、低温干燥储存、适度加
工、保质保鲜、低温物流等技术被广泛应用。从培育的种
源，到土壤成分，乃至化肥比例都一一量化。大米中重金
属镉含量的超标一直是湖南粮食产业的痼疾，但“城头
山”，控制在每公斤 0.2毫克的国标之内。

作为世界稻源文化传承者、全产品链运营者、健康大
米制造者，“城头山”在现代化、信息化的加持下，建立从原
料到产品全产业过程的食品安全信息溯源， 实现产品产
地、原料来源、生产加工工艺、储存状态及装运轨迹、终端
销售的可溯源管理体系。 育种、种植、培管、收储、加工、销
售一体化的订单式生产方式，确保了每一粒大米的优质与
安全。

从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出发，经由中国好粮油示范基
地的催发，以有机、绿色、营养为旗帜的“城头山”大米，抒
写了中国好粮油的新篇章，续写着洞庭鱼米乡的新传奇。

“城头山”大米，献给世界的爱的礼物。

【千村似锦】 常德锦绣千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集订单农业、 粮食收购与仓

储、精品粮油加工、农产品销售、
农资采购配送、集中育秧、统防统
治、农业技术推广、农教培训等功
能于一体， 常德锦绣千村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2018 年被评为省级
龙头企业。

公司提供“从农田到餐桌”一
条龙的综合服务，精品粮油加工厂
为老百姓生产放心、安全、绿色的
优质农产品，精品大米、食用油、米
粉被中国绿色发展中心认定为绿
色食品，“锦绣千村”、“澧好”、“佑
琼”精品粮油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2019 年，公司实现经营收入

2.71 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200 多
个， 连续三年为 90 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给予经营入股分红、物资

捐助 75.6 万元，帮助贫困户亩均
增收 300 元以上，经济社会效益
显著。

公司领办的湖南锦绣千村农
业专业合作社先后被评为“国家
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全国百
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全国农民
专业合作社发展典型十大案例”、
“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
地”、国家级“星创天地”、湖南省
“巾帼脱贫示范基地”。 理事长龚
佑琼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十佳农民”、湖南省“最美扶
贫人物”等荣誉称号。

二十年来， 一直专注于粮油优
质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是湖南
省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集粮食储备、
中转、购销、大米加工为一体的优质
高效的综合型民营粮食企业。 为湖
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年产值
12亿元，税利 6000万元。

公司固定资产达 2.8 亿元，自
有粮食储备仓库 22 栋， 仓容量 15
万吨，拥有年加工原粮 20万吨现代
化全智能自动化生产线。

主要产品有“金洞庭春”系列
优质大米， 已获得“中国驰名商
标”、“绿色食品”、“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等称号，是“全国放心粮油
示范加工企业”。 产品远销湖南、广
东、广西、贵州、四川、重庆、江西、
福建等省市。

“好米是种出来的”。公司一贯
坚持“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的
经营理念，通过规模化订单种植有
机、绿色、环保、安全的优质稻谷，
加速产业基地建设，进一步提升从
土地流转、收储、加工、销售到消费
的农业全产业链”水平，实现从田
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贯通。通过延

伸产业链条，促进产业升级，实现
提质增效，引领农业新发展。 优质
稻产业基地在 2018 年 15 万亩基
础上 ，2019 年翻一番达到 30 万
亩，2020 年再创新发展， 增加到
50 万亩， 充分发挥种粮专合社优
势、 湖南边贸入口资源第一的优
势、金洞庭春大米全国驰名商标的
优势，继续扩大加工规模和储备能
力，践行“感恩、勤奋、诚信、专注”
的核心价值观，实现“实力洞庭春、
大业洞庭春、生态洞庭春、幸福洞
庭春”的最美公司梦；实施“生态、
绿色、有机”农业战略，打造国家水
稻工程特色优质米示范基地，跻身
于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行列，实现“全国优质大米第一特
色品牌”的企业愿景。

【洞庭春深】 湖南洞庭春米业公司

【腾龙如虹】 澧县腾宏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 2007 年，是一家集粮食

收购、大米加工生产销售及烘干为一
体的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拥有
较强的粮食储备、加工、销售能力，注
册资金 500万元。

公司一直专注于粮油优质产品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奉行“传统产
业、创新发展”目标， 2014 年被评为
“湖南省放心粮油示范加工企业”及
常德知名商标，2018年被评为“中国
著名品牌”、“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
2015年通过 ISO9001:2000国际质
量认证体系认证，2017 年再次通过

ISO9001:2008 食品安全认证体系
认证。

公司坚持走规模化、 产业化、科
技创新之路， 遵照国家产业化政策，
采取公司 +合作社 +基地 +农户的

可持续发展方式，不断加大订单农业
种植面积，围绕“五优联动”的要求激
发广大农民种植优质稻的浓厚兴趣，
优先为订单农户提供种子、 化肥、农
药等生产物资，回收订单农户的优质
有机水稻，同时，落实技术人员，保障
农户的产品质量，为农户持续增收保
驾护航。

公司一贯坚持质量第一、 品质
至上的企业宗旨， 完善了公司食品
及安全各项指标， 建全了产品从进
厂生产到出厂销售的追溯体系建
设，从原粮收购到大米加工销售，严

格把控质量关， 为打造公司大米品
牌“牌楼春”垫定了坚实的基础，完
成了由低效农业模式向高效农业模
式的转变。

同时，为方便消费者的购买需
求，公司还牵头打造了“澧州米店”
公共销售品牌。 一是借助“益农信
息网”、“供销 e 家”、“中国惠农网”
等国家电商平台，实现了广大消费
者的远程购买。 二是催生 3000 家
具有新零售、新业态的“澧州米店”
落地，方便消费者在社区内就近购
买。

澧县华鑫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是
澧县唯一一家国有独资粮食企业，
成立于 2004年 7月，是政府实行粮
食宏观调控的重要载体, 是粮食流
通的主渠道和主力军。

公司主要承担最低收购价粮、地
方储备粮、救灾支灾粮、军粮供应等
政策性业务及市场粮油棉收购、储
存、加工、销售、运输、农产品物流等
业务。 公司注册资本 1380万元，资
产总额 2.35亿元, 储存各级储备粮
12 万吨， 大米加工能力 10 万吨 /
年，另有 770亩柑橘基地和 2万亩优
质稻种植基地、10 万亩优质稻订单
基地。 2006年被省里命名为首批骨

干粮库，一直以来都是常德市粮食应
急保障企业之一。

近年来， 依托“中国好粮油”行

动， 公司多元化发展， 真正实现一、
二、三产业融合。 为适应新一轮粮食
收储制度改革， 公司主动与市场对
接，打造高品质品牌大米，与湖南省
城头山村特种水稻种植协会合作联
营，采取精选原种、有机种植、绿色防
治、生态加工，生产出可溯源的中国
好粮油产品———德德尚城头山系列
大米。 德德尚品牌塑造了四个系列
16 款高、中、低端不同的产品，2020
年 10月 30日，“德德尚城头山大米”
被湖南省人民政府授予第一批“湖南
好粮油”产品称号。

加强与中南大学、 隆平高科等
科研院企战略合作， 不断研发和培

育优质稻新品种。 升级改造产品加
工生产设备和仓储条件， 实施绿色
仓储、低温冷藏、冷链物流。 建立产
品质量溯源体系，实现产品溯源，充
分发挥国有企业的引领作用。

拓展品牌， 公司与拥有强大销
售团队与销售网路的湖南城祖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一品佳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等企业合作， 使其成为
“德德尚”专业品牌销售公司，并创
立多家好粮油实体形象店。 德德尚
产品， 紧跟当今线上平台营销的新
形势，参加好粮油产品进社区活动，
走进兴盛优选、十荟团等线上平台，
线上线下销售业绩斐然。

【华夏兴盛】 澧县华鑫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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