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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几年前， 她还是一个走
街串巷卖粮食的小生意人， 他们
也只是在田间地头的空地上种点
豌豆 ， 亩产只有二三百斤 。 而
今， 她是北京荣涛豌豆产销专业
合作社社长， 他们是荣涛豌豆产
销专业合作社的社员， 豌豆亩产
高达六七百斤 ， 不仅豌豆卖得
快， 年底还有合作社的分红。 荣
涛的豌豆占据了全国一半豌豆籽
种市场， 带动京津冀4000余户农
户致富， 形成集 “科研、 制种、
推广、 种植、 加工、 销售” 于一
体的产业链条。

这就是张涛和她的豌豆合作
社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的故事。
从1997年开始， 张涛在京郊平谷
经营豌豆生意 ， 凭着诚信的品
质、 执着的追求和积极进取的精
神， 带领农户共同致富， 成为远
近闻名的 “豌豆女王”。

试种豌豆给农民兜底

1996年， 张涛到农村走街串
巷卖大米， 发现农民想买米， 但
是没有钱， 想用自家种的杂粮换
米， 张涛没多想就答应了。 换来
的杂粮， 她又拿到市场上出售。
凭着敏锐的心思， 她发现了新的
商机， 卖豌豆竞争少、 利润高。
因为豌豆货源不足 ， 张涛去甘
肃 、 内蒙古等地收购豌豆时发
现， 当地豌豆亩产五六百斤， 而
在北京平谷附近农村里种的豌豆
亩产只能达到二三百斤。 细心的
张涛询问当地农户才知道豌豆高
产是采用了新的良种。 于是， 张
涛回村里承包了80亩地， 到中国
农业科学院买了新培育的良种，
请农业科学院的专家孙越云教授
专程指导种豌豆。 当年亩产就达
到600斤， 比平谷当地豌豆亩产
量高一倍还多， 第二年试验就达
到700斤。

第三年 ， 张涛注册成立公
司 ， 在周边农村发展豌豆种植
户。 刚开始没人信豌豆能打那么
多斤 ， 很多种植户都五六十岁
了， 种了大半辈子田， 他们说张
涛你才二十多岁 ， 能有多少经
验， 怎么可能有那么高的产量！

张涛掷地有声地承诺： “我负责
提供种子和回收豌豆， 聘请农业
科学院的专家来指导种植。 只要
你们按照我说的办法种， 挣了钱
归你们， 赔了算我的！” 一位农
户怀着将信将疑的心态和张涛签
了合同， 合同规定豌豆的保护收
购价是一块钱一斤， 亏了由张涛
补， 市场收购价格就高不就低。
同时， 合同规定了年底还会给农
户二次返利。

张涛培育、 使用的新品种豌
豆是直立的， 不爬蔓儿， 不用搭
架子 ， 收的时候也好收 ， 省人
工。 仅仅一年就见了成效， 农户
种的豌豆亩产600多斤， 8月份豌
豆收购时， 张涛用现金结算， 丰
收的农民心里乐开了花。 等到年
底结算时 ， 一斤豆子赚了四毛
六， 村民们本想一斤豌豆能返一
毛钱就很多了， 没想到张涛自己
只留了一毛钱， 其他都返还给了
村民们。 第一个和张涛签合同的

农户拿着2600元分红款， 后悔自
己种少了， “明年我再多包点儿
地， 我种100亩！” 豌豆是3月播
种6月拉秧， 拉秧后还能种一茬
玉米， 豆类还养地， 每亩地比只
种一茬玉米多挣2000多元。 附近
种豌豆的农民看到了真正的实
惠， 纷纷和张涛签订了合同。 她
签约农户的豌豆种植面积从2005
年一两千亩到第二年变成两三万
亩， 签约农户达到两三千户。

成立合作社实现规
模种植

2008年， 张涛注册成立了荣
涛豌豆产销专业合作社， 入社社
员527户 ， 按1000元一股 ， 注册
资金共计268万元。 社员享受技
术服务及种子成本价、 农药化肥
批发价的实惠， 注册了 “荣涛”
商标 ， 开始走上品牌化发展路
线。 合作社与种植户签订合同，

标明回收的最低保护价， 实际回
收价格实行 “保护价+市场浮动
价 ” ， 而且规定每年把利润的
90%返利给社员。 可当年市场行
情不好， 合作社只有几万元的收
益， 张涛把所有收益都返还给社
员， 自己承担了全部成本。

合作社的成员越来越多， 豌
豆的产量也越来越大， 张涛发现
种植的利润太少， 生产、 加工 、
销售环节的收益都被其他企业占
去了。 张涛决定自己建厂， 对豌
豆进行深加工。 在当地政府支持
下， 2010年由合作社出资成立了
荣涛食品有限公司， 张涛作为总
经理代表合作社在企业中维护出
资方的权益。 公司利润的60%返
还合作社， 分红时一并计入年终
盈余按规定分配， 其余40%作为
企业运营资金。 包括张涛在内的
企业管理人员由合作社决定聘
用 ， 每月统一领取 5000元的工
资。 社员们集资650万元， 合作
社建了厂房、 购买了设备。 2010
年， 合作社建成了1100平方米的
生产车间。

创业的路充满了艰辛， 由于
没有经验， 第一年合作社把豌豆
磨成粉， 再加工成小食品， 产品
使用的是优质豌豆， 成本比别人
家的出厂价还高， 赔了不少钱。
张涛琢磨豆粉能掺假， 豌豆掺不
了假。 自己手里有豌豆的优势，
别人比不了。 第二年， 她调整思
路， 开始生产整粒的豌豆休闲食
品， 慢慢打开了市场。

豌豆加工不仅提高了豌豆的
附加值、 扩大了种植面积， 还形
成了集 “科研、 制种、 推广、 种
植、 加工、 销售” 于一体的产业
链条， 并顺利通过 ISO9001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 目前， 公司是平
谷兴谷开发区唯一一家本土农产
品加工企业， 已建标准化厂房1
万平方米， 购置2条豌豆油炸生
产线、 1条豌豆烘焙生产线、 自
动量杯式包装机30台、 全自动计
量包装机1台， 生产两大类、 15
个小品种的豌豆产品。 张涛他们
自己培育的豌豆品种豆皮比较
厚， 油炸之后不易脱皮， 制作出
的小食品口感好 ， 豆粒大小均

匀， 至今畅销全国。

用产品说话坚持诚
信经营

张涛经营中始终坚持诚信经
营， 用诚信打造品牌。 刚开始加
工豌豆食品时， 一些生产豌豆制
品的企业为了好卖， 将豌豆产品
称为美国青豆。 张涛不跟风， 仍
然坚持自己的豌豆品牌。

有一次， 天津一家市场订了
荣涛的豌豆产品， 货送到了， 卸
车的时候经销商发现包装袋上写
的是豌豆， 当场就要求退货。 即
使因此遭遇多次退货， 张涛固执
地坚持用豌豆做商品名称。 后来
有 “美国大杏仁就是巴旦木” 的
事件发生后 ， 豌豆也跟着正了
名 。 那些号称是美国青豆的产
品， 只能重新换包装， 而张涛的
产品反而在市场上站住了脚。

张涛重视产品的品牌， 更重
视靠诚信打造品牌。 产品销售得
好， 她也毫不松懈。 2011年， 她
正式做食品市场， 组建市场部，
从来不给生产和销售部门下利润
增加的指标， 怕他们有压力会出
歪招。 她要求业务员出去必须用
产品说话， 产品质量好了， 销售
得好， 利润自然就来了。 张涛将
诚信经营的理念覆盖在种植、 生
产和销售等各个环节。

张涛将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
工紧密结合 ， 促进农民致富增
收， 实现了自己 “回报乡亲、 带
领社员致富” 的梦想。 她的合作
社已发展入社会员527户， 辐射
带动北京市4个区县、 河北省7个
市区的种植户4000多户， 更多农
户因种植豌豆走上了致富路 。
2009年， 张涛的合作社获得 “北
京市先进合作组织” 荣誉称号，
张涛先后获得全国农村致富带头
人、 中国好人榜上榜好人、 北京
市劳动模范、 北京市郊区青年致
富带头人 、 北京榜样 、 北京市
“三八” 红旗奖章、 “五四” 青
年奖章等荣誉称号。

张涛说， 未来还将继续带领
乡亲们种植好豌豆， 把小豌豆变
成小金豆， 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通讯员 傲梅

陈梅：事业家庭两相宜

2019年是陈梅在航天科工
203所工作的第29个年头 ， 无论
在哪个岗位、 扮演哪个角色， 她
都以 “干好” 为目标。 她是创新
工作的带头人， 试验队里的好政
工， 单位同志们的贴心人， 婆婆
眼里的好儿媳， 现任203所综合
保障技术研究室支部书记、 副主
任和分工会主席。

作为党支部书记， 陈梅创新
支部的管理工作， 总结以往工作
经验并结合工作实际 ， 总结出
“骨干必谈、 掉队必谈、 家庭出
现状况必谈 、 思想出现状况必
谈、 离职必谈、 重点人员必谈”
的 “六必谈” 工作方法。 在 “六
必谈” 中对职工现实工作、 家庭
情况以及个人的成长成才、 安全

成长给予重点关注。 几年来， 团
队内人员思想稳定 ， 工作有效
率， 推动了智慧管网和备件车等
军民品各项任务的顺利开展。

“六必谈” 不仅在院党委书
记例会上介绍经验， 还被推荐为
国资委宣传局组织编写的企业思
想政治工作创新案例进行推广。
作为政工组长， 她多次参加试验
队， 为试验队成员做好服务保障
工作， 成为被型号两总多次指定
进场的好政工。 在负责质量、 安
全、 保密等一系列行政管理工作
时， 她先从学制度入手， 细化管
理规范， 达到了 “精心工作”。

作为分工会主席， 陈梅诚心
待人、 用心工作。 围绕智慧管网
项目， 开展了室内劳动竞赛， 锻
炼职工队伍， 促进产品的更新换

代， 结合竞赛与军工特点开展工
会课题的思考与提炼； 每年进行
多次家访， 利用高温假假期自费
到京外智慧管网施工现场看望在
那里出差的职工； 为了让职工家
属了解职工在单位的情况， 组织
家庭成员一起参加团队拓展， 既
锻炼了职工之间的凝聚力和协作
能力， 也拉近了家属和团队成员
的距离， 让家属都说能在这样的
大家庭中工作很放心； 为了帮大
家在紧张的工作中找到释放的渠
道， 快乐工作， 结合工作特点带
着大家自创 “伸展操”， 请来专
业运动人员讲解运动中的注意事
项， 并根据天气变化开展多种室
外活动……

许许多多的 “小事 ” “杂
事” 都是她了解职工需求后， 想

办法逐步落实的结果， 而大家都
把她当成了家人和贴心人。

家庭的支持更是陈梅工作的
动力。 2008年， 她母亲脑血栓住
院， 但不管工作有多忙， 她都要
保证早晚去医院为母亲按摩、 拍
着聊天， 风雨无阻。 虽然老人失
语， 但她知道女儿能来陪伴片刻
已是非常满足， 也正是母亲的眼
神鼓励着她务必做好工作。 母亲
刚刚去世， 她调整好心态， 立即
赶赴试验队参加实验。 近几年，
她又带着同样热爱大自然的婆婆
一起去旅游， 融洽的关系让同行
的人员以为这是一对亲母女。 她
的爱人同为航天人， 与她一样繁
忙 ， 但他们相互学习 ， 相互体
谅， 彼此包容， 共同担负教育子
女的责任。

□本报记者 马超

小豌豆种出大产业
———记北京荣涛豌豆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张涛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我骄傲
我是工会人

奖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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