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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财有道

人物名片：师从春，咸安区
桂花镇明星村的一名果农。上
世纪90年代，他改制下岗后，干
起了父亲经营的老本行——水
果种植。一改传统种植，引进优
质品种，质优价廉，师从春广受
客户好评。

采访时间：2016年5月3日
采访地点：咸安区桂花镇明

星村
口述实录：做水果，我们家

算得上是老本行了。父亲年轻
时，也经常捣腾一些水果。上世
纪90年代，单位改制，我从一名
会计，变成了一位农民。

看着家里一片片田地，我始
终不想用来种水稻。父亲毕生
研究的水果种植技术，我也学到
了一些，何不在家门口搞一个水
果种植基地呢？

说干就干。2002年，我从
浙江等地引进了油桃，栽种了
15亩。

当时的市场需求大，但是，
产量却上不来。如何提高产
量？我到处查阅资料，并请教专
家，终于，我引进了“套袋”种果
的办法，将水果的外面套上专门
的袋子，能避免虫灾或者鸟儿啄
食，而且还防止污染。

但是，也有很多果农不赞成
这种做法，他们认为，给果子一

个个套袋子，太麻烦，结果水果
品质大受影响，卖不出好价钱。

那一年，我一共使用套袋一
万只左右，产出约1.5万公斤，产
品直接进了咸宁武商量贩店，批
发价每公斤卖到7元，纯收入达
5万元，仅此一项令我增收2万
多元。而没有套袋的艳光油桃
进超市，却是每公斤5元，两者每
公斤相差整整2元钱。

随后，我又陆续引进了无公
害葡萄、提子、桑葚等品种，广受
好评。如今，每到水果收获的季
节，因为品质好，价格低廉，引得
本地市民甚至外地游客纷纷前
来采摘。

如今，我也想慢慢培植特色
种植，早日成为镇里打造特色乡
村旅游的一个亮点。

（整理 记者 王莉）

卖品质水果

对邹钊来说，虽然创业时间不
算长，但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
他感悟颇多，收获颇多。

当天，记者提出疑问：“你的这
种商业模式似乎容易被他人复制，
你觉得该如何应对？”邹钊却不以为
然。他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大部分
的商业模式都容易复制，土鸡蛋这
个项目门槛低，更容易被复制。然
而，这些不是最关键的，关键要看谁
来做。

因此，邹钊一直在“谁来做”上

下功夫。他踌躇满志的说：“我不仅
要打造产品的品牌，更要打造个人
品牌。”

他用诚信和踏实，赢得了众多
人对他的加持。创业期间，陆续有
40多个投资商想要进行投资，最大
的一笔投资高达240万元。

然而，邹钊却毅然拒绝了这块
将要到口的“肥肉”。他坚持自己的
想法：“如果接受别人投资，就一定
要对资金负责，然而我现在经验缺
乏，还需要积累。”他打算，用时间来

积淀创业需要的一切。
创业路途中，邹钊一直将一句

话牢记心底：要想长成参天大树，需
要苗正、胆大、心细。他也始终在践
行着这句话。

邹钊认为，创业，不仅要追求经
济效益，还要追求社会效益。因而，
他除了带给消费者天然的产品外，
还带动了10来户农户养鸡脱贫致
富。

此外，要胆子大，勇于试错。邹
钊在创业过程中，一直在勇敢“试

错”，不断的创新，实现自我想法。
正是经历了几次“试错”，他才确立
明确了发展方向。他认为，唯有不
断创新与“试错”、找到“痛点”，才
能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有更清晰的
认识，才能更加明确企业未来的方
向。

同时，邹钊表示，邹创业过程中
会遇到很多困难。创业心要细，要
理顺思路，找到办法，一步一步的解
决问题。要相信“办法总比困难”，
慢慢实现自己的梦想。

创业收获成长

人物名片：吴鹏，32 岁，江
苏南京人，大学毕业后来咸工
作。凭借自己的努力，从一个打
工仔变成为乡镇连锁超市的负
责人。

采访时间：4月26日
采访地点：秀玉红茶坊
口述实录：2004年，我来到

咸宁，进入一家建筑公司工作，
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但不久
后，我便发现，这种定格式的生
活方式完全不适合我。那时，女
朋友也支持我创业，我也想和身
边的朋友一样，下海试试水。

若不抽出时间来创造自己
想要的生活，你最终将不得不花
费大量的时间来应付自己不想
要的生活。这是我一直相信的
格言，所以我也这么做。

外地人在异乡打拼不容易，
要想创业成功更是不易。因为
我进的是建筑公司，所以我就想
先从自己熟悉的建材生意开始
做起。

2005年，我和朋友一起合
伙开了家建材公司。虽然不愁
货源，也有固定工程订单，但公
司在融资、工程款回收等方面都
出现了问题，我和合伙人意见不
合之下分道扬镳。

这期间，我总结了以前的创
业经验，先后考查了数个项目，

但相比较而言，做超市是比较稳
的选择。

2012年，我成功收购了咸
安汀泗桥镇的天骄惠多乡镇超
市。为了提高超市的知名度，提
升贴心度，我领着员工到附近小
区内发宣传单页；通过会员积分、
特价促销、留守老人过年送礼品、
升学宴送酒、母亲节进店购物送
礼品等活动，取悦消费者。

后来，我又将手上的资源进
行整合，顺利在神山镇、赤壁镇、
黄盖湖镇等地，开设了超市分
店，超市的细心服务被附近居民
称赞。

下一步，我准备与芙蓉兴盛
建立合作关系，在咸宁开设更多
超市分店，将我们超市的优质商品
和服务，推广到咸宁各个区域。

（整理 记者 朱亚平）

开贴心超市小鸡蛋
孵出
大梦想

记者 赵晓丽

90后大学生邹钊，拒绝高薪，毅然辞职，回乡创业。他用———

12日，在太乙大道潜山村七组（冰
雪王国附近）的“鸿阳”基地，记者看
到，成群的土鸡自由漫步于田野中。

基地负责人邹钊介绍，平时这些
土鸡就放养在基地四周，以符合湖北
省规范生态养殖方式进行放养，饿了
就吃基地种植的天然玉米、南瓜等，
生产的天然土鸡蛋名副其实。

今年25岁的邹钊，自2014年开
始，投身到大学生创业大潮中，创办
咸宁市邹道贸易有限公司，试图将一

枚小小的土鸡蛋，打造成品牌，实现
自己的创业梦想。

邹钊大学就读于武汉生物工程
学院的食品科学专业。在校期间，他
由于参与老师两年多的实验课题研
究，加上能力突出，大三的他就收到
了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工作邀请。

然而，创业的梦想，一直横亘在
他的心中，“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
为此，他放弃了这份高薪职业，为实
现创业梦想积累资本。

大学期间，他开始进行创业实
践，卖一些大学生生活必需品，大学
毕业后，他到杭州实习，当过片区经
理，后又在一家公司负责采购工作，
并先后在亲人的公司中锻炼，提升全
方位能力。

有了一定积累后，2014年上半
年，邹钊毅然辞职，回家乡咸宁进行
创业。做什么项目？他把眼光盯准
了绿色食品行业。

这有缘由：其一，他所学专业是

食品专业，而且有高级营养师资格
证；其二，绿色、健康的消费观念已成
为消费大趋势；其三，经过市场调研，
他发现咸宁乃至全国的绿色食品市场
都不规范，在其规范之前，提前进入这
个领域，占领市场，做响品牌，可取得
优势。

在考虑了大米、干货、油等20多个
项目后，邹钊决定做土鸡蛋。“我手上没
什么资金，土鸡蛋规模小，周期短、平、
快，适合公司初期项目。”他解释。

路途充满心酸

创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
个创业者背后写满了艰辛。”邹钊说。

首先，家人起初的不支持，让邹
钊感到心酸与无奈。家人们认为，找
一份安稳的工作，每天朝九晚五，不
轻松些吗？而且他年纪小，创业很难
成功。

在大家的质疑声中，邹钊也曾产
生过自我怀疑：创业那么难，我能坚
持吗？会成功吗？但他转念一想，有
些路确实要自己走，而且年轻不能只
图安稳，要增长见识、积累人脉、锻炼

自己。
于是，邹钊不顾家人反对，砥砺

前行。而今，他用实力证明自己，获
得家人认可。而今，母亲加入了他的
阵营，帮助他在基地种菜养鸡。

其次，创业前期，土鸡蛋的货源、
质量问题让邹钊操碎了心。

起初，邹钊为了寻找质量过硬的
土鸡蛋，走访了省内一百多家生态养
殖基地，一家家实地勘察，寻找稳定
货源。

他揣着身上仅有的2千多块钱，

每天沐晨光而去，踏星光而回。就这
样，他确定了几家供应商。之后，为
了节约成本，他既是老板也是员工，
亲自送鸡蛋，不管多晚，只要顾客有
需要，他一定送货到家。

然而，在这种模式的运行过程
中，他却发现，货源不稳定、质量得不
到保障。他绞尽脑汁，最后决定自己
租建一块基地，用天然养殖方法放养
土鸡，保障货源与质量。

同时，作为一名90后大学生，邹
钊利用自己熟悉互联网的优势，创

新经营思路和运作方式，与咸宁本
地以及外地知名的电商品牌合作，
并创建微信公众号“90后的鸡庄”，
把公司的概况、养殖规模、订购信息
及时发布，让顾客明白、放心选择产
品。

功夫不负有心人。邹钊的土鸡
蛋声名远播。目前，他正在往武汉
拓展市场，他力图打造的“鸿阳”土
鸡蛋品牌，正一步步实现他的梦想：
给更多人送去健康、绿色、无公害的
产品。

普惠金融 服务领航

本报讯 通讯员吴东林、聂宏武
报道：为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咸宁农商行于5
月11日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

该行特别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在

“学”上下功夫，端正学习态度，把握学
习重点，明确学习方式；在“做”上出实
招，明确合格党员标准，突出实践特
色，坚持干字当头，把学与做有机统一
起来，把学与业务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为咸宁农商行再创新辉煌、助推咸宁
绿色崛起作出新贡献。

本报讯 通讯员吴东林、聂宏武
报道：16日从咸宁农商行传出好消息，
今年全市农商行存贷款业务出现“井
喷式”增长。截止4月末，全市农商行
各项存款余额267亿元，比年初净增
51亿元，增幅24%；元至4月已累放各
项贷款4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56亿
元，比年初净增14亿元，增幅10%；存
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在全市金融机构中
均排名第一，继续领跑同业。

自2008年以来，全市农商行连续
9年开展“春天行动”。开年来，全市农

商行员工深入农区、社区、商区、园区，
对辖内农户、农民工群体、个体工商
户、小微企业等群体逐户登门拜访，提
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咸宁农商行行长陈明斌表示，
2016年全市农商行将继续开展支农支
小县域金融工程、金融服务网格化工程
等“八大工程”，积极主动适应新常态，对
发展前景好、经营出现暂时困难的企业，
不断贷、不抽贷、不压贷，力争贷款在年
初基础上净增30亿元，积极为“三农”和
县域经济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咸宁农商行

部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咸宁农商行“春天行动”存贷两旺

今年农商行将新增贷款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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