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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酬勤 厚德载物
——景明企业发展纪实
陈国锋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
胸怀间。
在山东东营这片母亲河千万
年积淀的息壤中，孕育了一颗璀
璨的明珠——景明。20 多年前，
景明在黄河入海口生根发芽，从
一家小小的水产店起步，以“九曲
黄河终入海，不忘初心向东行”的
执著，栉风沐雨，一路前行，终成
参天大树，
枝繁叶茂。

黄蓝逐梦 春风激荡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幸福都
是奋斗出来的！”对此，景明公司
的两位创始人体会最深，因为景
明公司的发展史既是他们夫妻二
人的奋斗史，同时也是沐浴改革
春风的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缩
影。以他们的创业故事为原型改
编的吕剧《河海人家》已在剧场火
爆上演。
1987 年，聪明伶俐的小学老
师吕姑娘经自由恋爱嫁给了同县
的帅气杨姓小伙儿。婚后，杨姓
小伙务农、吕姑娘教书，二人共同
用心经营自己的小家庭。奈何一
年下来收入竟不足千元，根本无
法偿还（分家时）家中分得的 5000
元债务。
为能尽快还债，从 1989 年春
天开始，身强力壮、踏实肯干的杨
姓小伙在码头寻了个出海打鱼的
活计；吕姓姑娘为陪伴丈夫则用
娘家凑来的钱在码头边开起了海
味饭店，并在热心渔民指导下学
会了炖菜、炒菜，饭店菜品花样不
断翻新，生意日趋红火。
三年后的 1992 年，是一个让
全体中国人民难忘的春天，小平
同志南巡讲话，中国迎来第二次
思想大解放。敢想敢干的夫妻二
人，利用还债后的余款外加银行
贷款买了一辆五轮车，一起跑起
了水产运输，车轮上的生活辛苦
而充实，靠着实在和勤奋，二人在
水产圈渐渐崭露头角。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市场对水产品的需求也越来
越大。二人看准时机，决定到垦
利县城开一家像样的水产店，初
心就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吃上黄
河 入 海 口 的 好 产 品 ”。 就 这 样 ，
1996 年正月二十八，还是在春天，
靠着农信社 15 万元贷款，垦利县
城第一家“水产店”诞生了，名字
叫“景明海产品批发中心”，这家
不足 30 平方米的水产店就是景明
公司的最初形态。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
杨景明和吕宝花靠着踏实肯
干、诚信经营的作风，先后创立水
产精深加工厂、牵头成立渔业专
业合作社、开工建设水语小镇田
园综合体、组建东营市水产行业
首家院士工作站、开创网上水产
营销平台、着手打造水产全产业
链。景明公司已发展成为旗下拥
有淡水渔业、海洋渔业、盐碱地绿
色种植、水产品精深加工、线上线
下营销、文旅科教 6 大产业板块、
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产值近亿

元的科技型农业龙头企业。并先
后获得了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山东省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山东
省农业新六产示范主体、东营市
优秀科技企业、东营市守合同重
信用企业、东营市厚道鲁商品牌
形象上榜企业、东营市电子商务
示范企业等荣誉称号。
公司创始人杨景明先后担任
东营市人大代表、东营市垦利区
政协委员、山东省渔业协会副会
长、东营市渔业协会会长等职务，
获山东省乡村之星、山东水产行
业突出贡献个人、全市供销系统
先进个人、黄河口道德模范等荣
誉称号。
公司创始人吕宝花先后担任
东营市政协委员、山东省妇女代
表、东营市妇女代表、东营市女企
业家协会副会长等职务。先后被
授予全国杰出创业女性、山东省
三八红旗手、山东省巾帼增收带
头人、东营市招才引智先进个人、
垦利区最美科技工作者等荣誉
称号。
二人还有一个共同的荣誉：
2019 年 5 月，杨景明、吕宝花家庭
被评为东营市“五好家庭”
。
这一个个里程碑事件的背
后，饱含着以杨景明和吕宝花为
代表的景明人无怨无悔的辛劳付
出，也是景明“天道酬勤 厚德载
物”创业精神的不断淬炼与升华。

鲜聚景明 春色满园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物。
黄河口大闸蟹学名中华绒螯
蟹，是景明公司主打产品之一，也
是黄河三角洲地区特有的名优水
产品，是久负盛名的“中国十大名
蟹”，素有“南有阳澄湖，北有黄河
口”之美誉。
黄河口大闸蟹是全国第一个
河蟹类地理标志农产品，2017 年
其 品 牌 价 值 达 19.92 亿 元 ，入 选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水产品区域
公共品牌”。
“景明”牌黄河口大闸蟹已通
过无公害农产品和产地认证，荣
获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
入围全国百家合作社百个农产品
品牌和山东省旅游商品十佳品
牌，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不
断提升。
一方水土，培育一方企业。
二十余载风雨兼程，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景明走的是一条
“销售、加工、养殖、育苗、科研、旅
游”的逆向发展之路。公司以“海
生百味，鲜聚景明”为不懈追求，
依托黄河入海口独有的区位优
势、资源优势及其在生产工艺、科
技创新、营销平台和品牌宣传方
面的优势，已经成为山东省名副
其实的“水产大师”。
在区域位置方面，景明公司
所在的东营市，位于山东省北部
黄河入海口处，湿地面积近 4600
平方千米，享有“东方湿地之城”
美誉。此外，东营横跨北纬 37°，
气候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冬寒夏热、四季分明；黄河入海口

水质适宜多种鱼虾蟹类索饵、繁
殖、洄游。目前，景明公司在东营
市建有四大基地，包括黄河入海
口万亩海域、垦利区 6000 亩的淡
水育苗和生态池塘养殖基地、东
营经济技术开发区 2000 亩的海水
育苗和生态池塘养殖基地以及东
营市现代渔业示范区 100 亩水产
品精深加工基地。这四大基地是
景明系列优质产品的原料来源地
和加工地。
在资源方面，东营市拥有山
东省最大的滩涂和浅海，鱼、虾、
蟹和贝类资源十分丰富，发展海
洋渔业具有先天的资源优势。得
益于黄河入海口独特的区域优势
条件，目前公司有 5 类产品（垦利
虾皮、垦利小龙虾、垦利海米、垦
利海蜇、垦利银鱼）已获得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
在生产工艺方面，营养绿色
是景明对消费者的承诺，景明公
司投资 1.3 亿元建设 GMP 标准水
产品加工车间，先进化加工设备、
标准化工作车间、无菌化生产标
准、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的诺言，让
景明的产品深受消费者青睐。
目前，景明产品已通过绿色
食品认证，其中，黄河口虾皮、黄
河口海米、黄河口大虾三款产品
为全国唯一通过绿色食品认证的
虾皮、海米和大虾。
在科技创新方面，
“ 创新”是
景明经营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秉承这一理念，景明公司先后与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科院
海洋研究所、山东省淡水渔业研
究院、武汉市农科院、上海海洋大
学等省内外十余家科研院所建立
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并取得
一系列自主知识产权。在这里不
得不提一个人，他就是景明公司
总经理吕宝花心中的“贵人”：我
国著名的鱼类遗传育种学家、中
科院院士桂建芳。
也许是杨吕二人的创业历程
和实干精神得到了桂建芳院士的
认可，2017 年 5 月，桂建芳院士带
领团队在垦利区建立“黄河三角
洲景明水产桂建芳院士工作站”，
这是东营市水产行业首家院士工
作站，分管科技工作的东营市副
市长冯艺东应邀亲自出席揭牌
仪式。
2019 年 4 月，由桂建芳院士牵
线搭桥，景明公司与中科院水生
所联合组建了东营市景明渔业产

业技术研究院，并共同成立“国家
淡水渔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
汉）黄河三角洲水产苗种繁育技
术分中心”。
至此，景明已形成“2+3+7+
12”的创新架构：2 家渔业专业科
研机构，3 个高水平专家创新团
队，7 个渔业技术创新、推广和服
务平台，12 处联合科研基地。景
明已拥有行业领先的科技创新
实力。
在营销平台方面，从 2013 年
开始，景明公司着手打造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运营平台。目前拥有
20 余家线下连锁店，已建成以济
南、烟台为总代理，辐射全国的产
品销售网络；线上销售平台则包
括京东黄河口馆、天猫、淘宝、工
行融 e 购、建行善融商务、农商行
智 E 购 、拼 多 多 等 景 明 水 产 旗
舰店。
京东黄河口馆是由垦利区政
府与京东联合打造的专业地方特
产电商平台，于 2016 年 6 月上线，
由景明公司电商团队运营，致力
于黄河口本地特色优质产品线上
销售和推广，目前已上线 7 大类百
余款黄河口特产。
电商大潮，风起云涌，景明紧
跟时代脚步，京东·黄河口馆、景
明天猫旗舰店等，已成为景明更
快捷、更高效的营销平台。
在品牌宣传方面，
景明公司作
为东营市水产龙头企业优秀代表，
多次跟随东营市政府参加中国国
际农产品交易会、
厦门国际投资贸
易洽谈会暨食品博览会等国内外
重要食品博览会，
“景明”
牌系列水
产品先后斩获
“山东省十大渔业品
牌”
“山东黄河口水产标志性品牌”
等诸多荣誉，并入选首批“山东省
知名农产品品牌目录”
。

再立潮头 春光无限
公司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
时，杨景明和吕宝花始终怀着感
恩的心，不忘通过各种形式带动
农民增产增收，以实际行动回报
社会。
为附近农民提供就业岗位。
景明的各个线下销售门店、水语
小镇 3A 景区、景明的加工厂、景
明的各个养殖基地内大约 80%的
工作岗位和 100%的季节性岗位，
多是附近农民，招聘后由景明公
司人资部门统一培训上岗。

牵头成立渔业专业合作社。
2012 年，景明公司牵头，联合 11 位
水产养殖户共同成立
“垦利区海景
渔业专业合作社”，形成“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的运行模式，为
养殖户提供优质苗种、技术指导、
收购到包装销售的一条龙服务，
公
司与合作社成员结成了“风险共
担、利益共享、相互依存、共同发
展”的经济共同体。截至目前，合
作成员已增加至 52 人，并被评定
为
“农民合作社省级示范社”
。
产业化经营，实现更多农企
捆绑发展。景明公司按照“公司+
基地+农户+专卖店”产加销一体
化经营模式，实行订单农业，一头
连着农户，一头连着市场。产前
与农民签订合同，产中技术指导，
产后以保护价收购产品，与农户、
渔民建立可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
制，公司按照这种方式带动 500 余
户农户、渔民增产增收。
发起成立东营市垦利区水产
业商会。2017 年 6 月，景明公司联
合垦利区 32 家水产企业共同成立
垦利区水产业商会，会员企业经
营范围涵盖了苗种繁育、淡水养
殖、海洋捕捞和养殖、水产品精深
加工等各个产业链环节。目前，
景明公司牵头起草并通过商会发
布了《黄河水系中华绒螯蟹原种
保存和生产技术规程》
《黄河三角
洲池塘中华绒螯蟹养殖技术规
程》
《黄河口大闸蟹商品蟹》等多
项团体标准，为商会成员渔业生
产提供了统一的技术标准，为渔
业品牌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9 年 8 月，景明公司董事长
杨景明被推选为第四届东营市渔
业协会会长，在更大的平台上，杨
景明深感责任更大，下一步将继
续以优化供给、提质增效、渔民增
收，促进东营市渔业转型升级为
目 标 ，在 渔 业 技 术 推 广 、人 才 培
养、品牌打造等方面开展工作，积
极引领广大会员共同为东营渔业
发展献计献策，为把东营建设成
为全国知名的现代渔业强市而
努力。
坚 持“ 诚 信 、创 新 、生 态 、利
民”经营理念，打造百年企业、奉
献“优质健康食品”、建设“一流水
产企业”、打造黄河三角洲水产行
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坐标！
这就是以杨景明和吕宝花为
代表的景明人一直在努力实现的
水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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