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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冯大鹏

在江河湖海上，一叶扁舟要想平稳远航，依靠的就是掌舵的
艄公，他的经验和胆识，决定着舟船的速度与方向——— 能否驶向
幸福的远方。

在豫西北，有一个叫西滑封的小村子，300 余户 1300 多口
人。村集体企业——— 黄河集团公司大院内，矗立着一座雕塑：波
翻浪涌中，小船挺潮头，壮年艄公手把长橹，力拨狂澜，眉宇间凝
聚着无畏和豪迈。

新中国成立以来，带领西滑封这只“小舟”一起过险滩绕暗
礁、一路风雨走过 70 年的“艄公”，是三任村党组织书记，他们一
脉相承，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将一个“糠包村”建成了远近闻名的
“乡村都市”。

“致富书记”王在富
“豁上性命也要让全村人吃饱饭”

1949 年，随着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对全世界宣
布新中国建立，位于豫西北的西滑封村也迎来了新生。村民从此
告别了逃荒、要饭的生活，开始发展农业生产。

但到了 1959 年，由于受浮夸风的影响，加上自然灾害的发
生，跟全国不少地方一样，抗灾度荒、解决群众吃饭问题成了村
党支部最大的使命。

那个冬天，31 岁的预备党员王在富临危受命，接到组织通
知，公社党委决定提前两个月给他转正，由他担任西滑封村党支
部书记。

王在富听说一名村干部和几个年轻人要去新疆逃荒，就赶
去挽留。

那天，王在富发下狠誓：“我王在富哪怕上刀山下火海、豁上
性命也要让全村人吃饱饭！”

王在富首先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带领村里壮劳力去黄
河滩割水红芽(一种野草)，晒干后碾成粉，分给全村人吃；接着
带领党员干部利用废弃的边角地开垦种植了 120 亩耐旱涝的怀
山药，还有红薯、红萝卜等。

“节骨眼上，真是这些粗粮救了全村的命啊！”今年 91 岁的
村民王景华对记者说。

经过竭尽全力自救，西滑封群众熬过了这个难关。后来，王
在富又带领大家兴修水利，初步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

渡过了饥荒年代的西滑封，依然处于十分贫穷的状态。王在
富认识到：“让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光靠土里刨食不中，必须发
展工副业。”

1960 年初，他把村里的几棵树变卖了 300 元，几个干部又
凑些钱，共筹 700 元，因陋就简搭起了 8间草房，办了个小型养
鸡场。接着又请回本村的能人开办了酱菜厂，还办起了弹棉花、
轧花、磨面、榨油、砖瓦窑等工副业。

谁知，这事让上边某些领导知道了，他们批评王在富“有钱
心，没粮(良)心”。造反派也把王在富带头搞工业当成“走资本主
义道路”批斗，一次把他的头打破了，鲜血直流。他媳妇一边为他
捂伤口，一边哽咽着说：“咱这是图啥呀？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咱
不能干了！”

但群众心里是雪亮的。西滑封村的群众想尽一切办法保护
他，怕他动摇，还跑到家里恳求：“王书记，你不能歇呀！咱村的发
展离不开你，西滑封的老少爷们儿更离不开你啊！”

群众的信任和村支书的责任，又让王在富鼓起了信心和
勇气。他白天挨斗，晚上带领大家偷偷干。没钱买锅炉，他和群
众就改用地锅蒸麦秸；买不起烘缸，就买来铁皮自己加工；打
浆机、网笼改用木制，找本村的木匠做。就这样，土法上马，王
在富带领大家仅用 6 万元就建成了别人用 15 万元才能建成
的造纸厂。1970 年初，纸厂终于投产了。这之后，西滑封村在王
在富的带领下，又先后建起了面粉厂等企业，全村企业达到
13 家。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新中国进入改革
开放的大好时期。在农村，包产到户也如火如荼展开。而这时的
西滑封村已经完全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耕、种、收一条龙，几十台
先进的农机具替代了手工劳作。全村的土地由只有 20 多人的农
业专业队来负责，其他的青壮劳力都进了村里的企业上班，农民
成了产业工人。
是分是合？王在富反复琢磨中央文件精神，他认为，十一届

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在全村群众
大会上说：“西滑封不能分，走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路没有错，

符合中央的精神和西滑封村的实际。”

在这一关键时刻，王在富冒着牺牲自己政治生命的风险，顶
着上级重重压力，带领西滑封人作出了抉择。

“要不是老书记有风骨、有主见、不跟风，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就没有西滑封的今天。”郭振学老人说。

1984 年，我国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西滑封及时转舵，淘
汰了作坊式的工副业，靠诚信获得了金融部门的大力支持，相继
建起了电缆厂、方便面厂、汽车弹簧厂等十余个现代化的大型工
业企业，使西滑封村的集体经济以年均 30% 的增长速度大跨步
发展。1991 年，西滑封又组建了黄河集团公司。

1994 年，西滑封村企业固定资产达 8700 万元，上缴税金
187 万元，村民年均可支配收入 6500 元左右，远高于当年全国
城镇在岗职工 3236 元的年平均工资。这一年，全国产值超亿元
的乡镇企业有 500 余家，西滑封的黄河集团就是其中一员。

这一年的 7 月，王在富主动辞去村支部书记职务，决定将舵
交给年轻人。

“引智书记”王孝江
“为集体广揽人才、做大做强企业是我的使命”

王在富看中的接班人，是在焦作市印刷厂当纪委书记的王
孝江，一再力邀他回家乡，担任西滑封村党总支书记。

放弃“县官”当“村官”？全村没有一个人相信王孝江会回来，
一些同学、战友、同事不理解，大街上更有不中听的话：“这人不
是犯错误了，就是有毛病，不然他图啥？”妻子也埋怨：“你在部队
跟我分居十几年，好不容易盼你转业回来了，如今又要两地分
居……”

时任焦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傅达同志鼓励王孝江说：“一
个党员活在世上，能给群众造福，这个最值得。回去吧，为老百姓
干点实事。”

怎么办？王孝江想想党和组织的培养，想想群众的期望，从
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去！毅然决然地回到了阔别 20 多年的村
庄当起了“村官”。

而就在此时，乡镇企业“散乱污”等问题已经凸显出来。国家
在税制、金融等方面又出台了一些重大改革措施，基本取消了对
乡镇企业原有的一些优惠政策。全国乡镇企业普遍面临赋税增
加、资金紧缺、能源交通和原材料涨价、各种社会负担不减的巨
大压力。

王孝江发现，有些企业几年下来账面赢利，事实上却是亏损
的，却又不清楚亏在了哪里。形势迫使乡镇企业的素质必须提
高，加强市场适应能力。为此，王孝江请来了财政局财会行家申
卫三为黄河集团的企业“把脉问诊”。

今年 72 岁的王孝江说：“我接棒时，集体经济已经初具规
模，广揽人才、做大做强企业是我的使命，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引进人才。”

申卫三不负众望，带领团队一个月时间就出了一份财务报
告，把面粉厂的经营状况分析得一清二楚；接着，将“成本核算
法”推广到各个企业。几个月时间，黄河集团的财务管理工作就
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单单一项给汽车板簧厂的财会建议，就
为厂里增收 50 万元。

“用对人，一步一层楼。”王孝江面向全国公开选聘 300 多名
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其中高薪聘请高级人才

60 余人，为西滑封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王孝江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发挥集团公司集中财力办大事

的优势，投入巨资扩大产能。当时的造纸厂是西滑封村最好的
企业，但已经面临污染和产能不足的问题。村里经过讨论后，
2003 年投资 8000 多万元建成碱回收污水处理工程，使废水
排放量达到国家规定标准，拿到了生产通行证，造纸厂年生产
能力也由原来的 2 . 5 万吨增加到 7 万吨，生产的卷筒胶印书
刊纸获省优、部优称号，造纸厂被评为中国乡镇企业行业最佳
经济效益 100 强。后来又投资 3000 万元，完成斯美特 8 条生
产线扩产任务；投资 1500 万元完成电缆厂 35 千伏高压缆技
改项目。

到 2004 年王孝江卸任，西滑封村十多家企业固定资产达
3 . 2 亿元，实现销售收入 8 亿元，利税 2100 万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王孝江的带动下，全村党员干部
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村干部无一人违背原则办事，无一人
在企业中乱报销、乱伸手，使村党总支形成了一个具有强大凝
聚力和战斗力的堡垒。

至今，当地还流传着“开着轿车吃地摊”的故事。有一次，
王孝江和老书记王在富到郑州办事，开着奔驰车到路边地摊
儿吃饭。摊主端着面条问：“你们到底有没有钱，开着豪华轿车
吃地摊儿，我还是第一次见。”王孝江风趣地回答：“填坑不用
好土，能吃饱就行了。”

王孝江在部队是搞政工出身，他也把这种工作方法用到
了村务管理上。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西滑封村，个别村民腰包
鼓起来了，但是脑袋却还是“干瘪”的，少数年纪大的村民一生
病就偷着烧香拜神，有的则跑几十里路找“大师”用各种“神
功”看病，这些现象引起了王孝江的注意。

王孝江发动党员干部包厂包户，把宣传科学、破除封建迷
信活动纳入村规民约，还在村里开展了“创十星级文明户”评
选等活动，村民的精神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在他的领导下，
村里先后投资 2000 万元建起了文化室、图书室、康乐城、敬老
院、殡仪馆等基础设施，村民住上了通电、通水、通液化气、通
中央空调的现代化公寓。

“改制书记”王有利

为了盘活集体资产，放弃个人巨大利益

受王在富的影响，2004 年 7 月，刚满 57 岁的王孝江果断
地“交班”。经组织考察，年轻有为的村办企业“斯美特食品公
司”总经理王有利脱颖而出，被任命为西滑封村党委书记。

这时的国民经济经过 20 余年的高速发展，进入了新的调
整期。市场环境也从短缺走向相对过剩，企业经营出现困境。
受大环境影响，西滑封的企业也未能幸免。

“2010 年产品行销全国的电缆厂停产，在电缆厂上班的
孩子下岗了；随后利税大户造纸厂停产，我也下岗了……”郭
振学老人回忆说，2011 年前后，西滑封的几个支柱企业相继
出现了问题，只有斯美特经营状况尚可。

那个时期西滑封村集体企业每年亏损 3000 多万，王有利
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走在大街上，会被群众堵住当面指责：
“老书记带领全村几代人打下的江山，看来要败在你手中了！”

企业停产后欠的贷款如何还？西滑封的集体企业该何去
何从？集体经济这条路还能走下去吗？西滑封又一次走到了一
个重大关头。

“有些企业，集体年年投入，看账面也赢利了，但是把十来
年的账统起来一算，算上负债，利润压根就没有；还有些企业，

发展到一定阶段，管理人才匮乏，不引进职业管理人，企业很
难再进一步。”王有利说，股份制改造已势在必行。

此时，国企改制已经在全国推行，改制后的不少企业焕发
出新的活力。王有利带队四处考察学习后暗下决心，为了村集
体的利益，必须盘活这些资产。但他没想到，首先遇到的障碍
就是村里的老书记、他的老父亲王在富。

“我要改制村里的集体企业。”在家里的饭桌上，当王
有利把这个想法和父亲说出来时，身体大不如前的王在富
马上警惕起来：“你说啥？是不是个人想发财了？你是想成
为百万富翁还是千万富翁？”父子两个气得两天没在一起
吃饭。

西滑封的企业大面积停产，老书记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随
后他考察了华西村等地的股份制改造情况，态度有了妥协，对
王有利说：“你要改革可以，但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一是村民
80% 以上同意才能改革，二是现任村干部不允许参与改革和
经营，三是要解决村民后顾之忧——— 养老问题。”

村里经过充分调研后下定决心，为了盘活这些企业，引进
人才、资金和新的管理理念，对停产的造纸厂、电缆厂进行改
制，合作方可以控股占 51%，西滑封村集体只占 49%；斯美特
方便面厂也向管理层转让 20% 的股权。

“原本大家都同意的改革，一旦推行下去了，群众却又不
理解了。”王有利说，很多人认为他的改革是把村集体的企业
卖给别人了。那段时间，王有利的头发大片大片地花白了。

西滑封集体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从 2006 年启动，一直到
2011 年才推开。作为书记的王有利，像前两任一样，只拿村里
的一份工资。村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说：“为了村里的利益，王
有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别的人都有股权，就他没有。”

如今，走进改制后的造纸厂，工人们忙忙碌碌，一片繁华
景象。在办公楼二楼，记者见到了负责管理设备的程长洲。
2011 年纸厂因经营不善停产，作为技术骨干，他被广西的一
家民营纸厂高薪聘请过去。当纸厂改制成功重新开业后，他毅
然回来。

“改制后，企业员工责任心不强的问题解决了，产品也换
成了特种纸。”程长洲说，现在企业的效益非常好，造纸厂每年
能给西滑封村集体上缴 1000 多万元的收益。

停产企业改制成功了，企业重新盘活了，村集体收入也增
加了，下岗人员也重新上岗了，村民脸上又露出了满意的
笑容。

在王有利的带领下，截至 2018 年，西滑封村固定资产
15 . 7 亿元，实现销售收入 20 亿元，利税突破 1 亿元，农民人
均纯收入超过了 3 . 2 万元。这个只有 1300 多口人的小村，年
税上缴比例却占到武陟全县 74 万人口的十五分之一。

西滑封村北依沁水，南临黄河，摆渡行船经常面对波涛汹
涌、浊浪排空的急流，只有心系群众安危、一心忘我为公的掌
舵人，勇敢、智慧、沉着、机敏的“艄公”，才能带领百姓奔向幸
福彼岸。

谈起西滑封今天的成就，武陟县委书记秦迎军认为，“艰
苦奋斗、实事求是、无私奉献、共同富裕”的西滑封精神是其成
功的主要原因。“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西滑封村的发
展历程就是共和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 70 年奋斗的缩影。”
他说。

中央党校教授洪向华认为，西滑封村三代党组织以钉钉
子精神接续努力奋斗，使西滑封村由“穷”到“富”再到“强”，让
老百姓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西滑封村的蝶变，是践行“初心和
使命”的生动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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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滑封村矗立的“艄公”雕塑。（王有山摄）

（上接 1 版）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胡昌升
表示，厦门将继续对标国际国内先进水平，遵循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原则，坚持问题导向，
锐意改革创新，关注市场主体的“痛点”“难点”，持
续找差距补短板，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不断激发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强高质量
发展的新动能。

近几个月来，厦门市紧密结合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把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找差距抓落实的突出重点，发动各级
干部深入调研，对标国内外一流标准开展反思，狠抓问题整
改，加快补齐营商环境短板。特别是围绕全面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和实施高技术高成长高附加值企业倍增计划，突出
在园区平台、用地供应、融资服务、人才支撑、审批服务、减
税降费、便利通关、公共服务配套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鼓
励扶持政策，为企业建立全方位保障机制。同时，注重简政
放权，赋予各区、开发区管委会和重大片区指挥部更大的决
策审批权限，激发加快发展的内生动力。尤其是伴随企业
“洽谈-落地-投产-成长”全发展周期，在每个产业园区设立
全周期、专业化、一站式服务窗口，让企业充分感受服务的
贴心便利。

作为旅游胜地的厦门去年接待游客 8900 万人次，
而鼓浪屿是外地游客来厦旅游的热门景点，但一些游客
在购买轮渡船票时才发现忘带身份证，只能在窗口排
“长龙”开乘船证明，耽搁很多时间。现在，通过“ e
政务”便民服务终端，游客可快速打印出临时身份证
明，愉快地登岛游览。该项服务也为忘带或遗失身份证
的游客入住酒店提供了极大便利。就是在聚焦企业和群
众办事的“痛点”“难点”“细节”中，厦门的“放管
服”改革深入推进，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便利度大大
提升。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今年 4 月底，厦门市召开
了全市招商大会，掀起全市上下狠抓招商引资的热潮。
市主要领导带队到境内外城市开展招商推介活动，推动
总投资 100 亿元的中航锂电项目落地动工、华为首个鲲
鹏生态基地及超算中心等一批优质大项目落地。

在 2019 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厦门签约 202
个项目，总投资达 1800 多亿元，其中与世界五百强、中国
五百强、中国台湾百大、行业龙头、独角兽企业等优质投
资者达成签约项目超过 25 个。云知声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是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独角兽企业，此次公司总
投资 10 亿元在厦门打造科创企业培育园区。

世界五百强企业 ABB 集团进入厦门已经 20 年，公
司投资 20 亿元建设的 ABB 厦门工业中心去年底投入运
营，成为 ABB 全球最大的创新与制造基地之一。最近，
公司与厦门金龙汽车集团签署协议，利用 ABB 全球领先
的“闪充”技术生产全新的电动公交车，充电过程仅需数
十秒，在乘客上下车时即可完成。

贵 州 铜 仁 ：“智 慧 云”

让 学 生 吃 上 放 心 餐
（上接 1 版）铜仁市教育局负责人介绍，当地严格

执行《学生营养午餐营养供给量》，区县教育主管部门
每学期制定食谱，学校按照食谱进行食材采购和供餐，
解决了学生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和“吃得营养、
健康”转变，切实改善了学生的营养结构，促进了学生
身体健康。

为巩固营养餐成效，铜仁市政府还从 2016 年起出台
规定，要求各区县学生营养餐在国家 4 元膳食补助的基
础上，每个学生每天由市县财政另行补助 1 元。这样，学
生除了“一荤两素一汤、饭管饱”的营养餐外，每天还可获
得水果、糕点、牛奶等食品。

此外，当地投入资金 2 . 9 亿余元建设农村义务教育
学校标准化食堂 301 所，并规定向学校配送的米、油、肉、
蔬菜等食材价格低于市场价 10% 到 15%，交通便利的学
校应一天一次配送，以保证食材新鲜度。

“校农”精准化对接破解产销关

在碧江区和平村一片上百亩的蔬菜种植基地，技术
人员李发龙正在现场调度当日的蔬菜采摘包装。“上午拉
了 1200 斤白菜、1200 斤黄瓜走，下午还要送点莲花白和
小瓜。”李发龙说，像这样的基地，他们锦江绿色蔬菜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还有很多。

跟随运输蔬菜的货车，记者来到了公司的配送站点。
在这里，几条流水线上堆满了即将配送到各个学校的食
材，工人杨新光拿着纸和笔盘点着货物。在配送站点一
侧，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快检中心，2 名工作人员在对食材
进行取样检测。

“‘学校+配送企业+生产基地+贫困户’，实现了农产
品信息与食堂需求相融合，实现‘产供销’精准对接。”杨
伶介绍，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也得益于“学生营
养餐智慧云”平台把 667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纳入其中。今
年上半年，平台上农产品交易额达到 9 . 81 亿元，这一模
式也被成功推向省内外多地。

铜仁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田琼表示，“学生营养
餐智慧云”等平台的运用不仅解决了食品安全、资金监管
问题，通过合作社优先采购贫困村农产品，也促进了农村
产业结构调整，助推了脱贫攻坚。

（上接 1 版）而 66 个精品园区，则实现了县域 12 个镇
（街道）全覆盖，以精品观光线连接所有园区和农事节庆活
动，能让游客尽情感受德清田园美景与风土人情，体验乡愁
魅力。

德清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士介绍，德清农村 A 级景区村
庄有 54 家，其中 3A 景区村庄 17 家，分别占全县行政村总
数的 52 . 9% 和 16 . 7% ，是德清致力于发展农村全域旅游
的一个缩影。

让德清经验走向更多的田园

德清在全域美丽体系建设、城乡环境建设、改革创新试
点等方面起步早、见效快，有不少亮点和特色。

近年来，德清已承担了省部级以上改革试点 76 项。其
中，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地入市”“坡地村镇”试点、
宅基地“三权分置”等多项改革都为乡村振兴建设注入活
力，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了一大批可复制、能推广的经验。

而“借智借脑”，建设美丽乡村，更是德清乡村振兴的一
个重头戏。这些年，德清每年都会组织举办不同规格的乡村
振兴论坛、研讨会等，邀请国内三农界“大咖”，就乡村振兴、
田园发展的最新思考进行交流碰撞，并运用到实践中。

在本次田博会上，这样的“头脑风暴”，将继续为德清建
言献策，并发布《田园城市德清宣言》。

（王力中）

首届田博会见证

农村改革新变化

▲西滑封村居民住宅区——幸福家园。（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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