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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生
一朵朵棉花，正拍起创新的时

代浪潮。
棉柔巾、棉尿裤、化妆棉……望

着各种如魔术般变化的棉产品，已
经 60 多岁的全棉时代创始人李建
全欣慰不已，“我们能走到今天，就
是靠创新”。在他的带领下，这家从
深圳走出的棉生活用品企业年销售
额近 30 亿元，在全球 30 多个国家
注册了发明专利，成为母婴细分领
域的“隐形冠军”。

李建全至今仍记得 10 年前的
一次长距离飞行经历。

在去美国洽谈业务的飞机上，
已经“财务自由”的李建全忧心
忡忡。

从 1991 年开始创业，李建全创
办了医用敷料出口公司稳健医疗，
并率领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但医
疗板块主要是“ to B”业务，想做
“to C”、深入人心品牌的想法一直
无法消散。

另一重忧愁则是“源头创新”迟
迟无法落地。从稳健医疗的“模仿创
新”起步，企业爬坡发力基础性材料
学问题，经过数年研发了“全棉水刺
无纺布”，解决医用纱布在裁剪时容
易掉线、产生纱头，可能造成伤口感
染的问题。但这一技术受制于当时
的有关规定一时无法打开市场。

脑海里思绪万千，鼻子却不听
使唤，感冒发作的李建全感到很不
舒服，飞机上十几个钟头，用纸巾擦
了又擦，结果鼻子越擦越痛。忽然，
一个念头在他心中萌发：能不能用
棉花的新技术做一个比纸巾更舒适
的产品？

有了这个想法，李建全恨不得立马从飞机上下来。
2009 年，全棉时代正式成立。“我们开始大胆尝试用‘全棉

水刺无纺布’替代纸巾，这也有了我们的第一款产品，取名为‘纯
棉柔巾’。”李建全说，相比传统纸巾，纯棉柔巾更柔软、吸水后仍
保持强力，并且棉花可自然降解，比纸巾更加环保。

十年磨一剑。“公司成立以后，我们连续亏损了 4 年，但我们
没有气馁，最终在卫生用品、家庭护理用品等母婴领域受到市场
认可。”李建全表示，从 2014 年 3 . 4 亿元营收到 2018 年近 30
亿元的营收，4 年增长约 8 倍的秘诀就在于企业坚持创新的努
力和中国消费升级的大势。2018 年的“双 11”，全棉时代线上线
下销售额突破 5 . 13 亿元，总订单量达 258 万。

这位对创新与品质十分执着的“老创客”，还曾 3 次“报废”

了一款棉尿裤产品。为了研发吸水性、干爽性兼顾的婴儿棉尿
裤，全棉时代 2012 年开始研发、投入数千万元，随着用户试用提
出修改意见，公司先后“报废”了前 3 代产品，直至 2019 年上市
的第 4 代。

会员数量突破 1500 万，拥有约 400 个发明专利……在位于
深圳龙华的公司里，总经理李建全对未来充满信心，“过去，一些
品牌不愿意打‘棉’的概念，但现在很多品牌，特别在母婴领域，
都爱强调自己的产品是全棉的，这是棉花的价值体现。”

近年来，国际贸易争端频现，棉花上下游企业也受到一定影
响。但在不利的外部环境之下，全棉时代今年上半年营收仍实现
了两位数的增长。

“以前公司使用的棉花有一定比例是从美国和澳大利亚进
口，现在随着国内种植技术的提升，国内供应的占比也在增加。”

李建全说。
中国消费品牌的品质提升，也带来更好的国际前景。据

了解，全棉时代也在通过亚马逊等跨境电商平台出口境外市
场。今年上半年，在亚马逊平台对美国的出口同比增长超过
50% 。

“即使是在盐碱地上，棉花也能破土而出，茁壮生长。”李建
全说，“中国制造不仅有大国重器，还有棉花朵朵。我们要通过不
懈创新，让温暖、倔强的棉花上演新的‘变形记’。”

（本报记者孙飞）

潍坊：动能转换再筑“农业发展新高地”
新华社记者杨守勇、陈国峰、张志龙

中国农业看山东，山东农业看潍坊。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业农村领域先后创

造出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的山东
潍坊市，成为引领全国农业发展的风向标。
进入新时代，潍坊在农业领域再启新旧动能
转换攻势，靠科技创新兴传统主业，输出新
标准新理念，筑起农业开放新高地，为全国
农业发展再闯新路子。

眼睛向内强产业

创新再造新优势

“普通的大姜每公斤卖七八元，我们的有
机生姜在电商平台可卖到近百元。”在潍坊峡
山区的一处有机生姜产业园，负责人孙建涛
最近几天正忙着采收有机姜。

园区大棚内配置了物联网设施，自动检
测营养、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通过大数
据实时分析可自动施肥、浇水等，大姜免喷洒
药物且无病虫害，广受市场欢迎。

在潍坊，农业这个最传统的行当嫁接最前
沿的技术，迸发出新动能、新活力，目前农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达 65%。潍坊创新农业生产的组
织形式、经营方式和运行机制，多年来引领全
国农业发展。

“但产业融合度不够高、竞争力不够强，
农业规模化、市场化、服务化、高端化、品牌化
程度还需提高。”潍坊市委书记惠新安说，潍
坊农业迫切需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强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鱼在水中游，菜在水上长。在潍河东岸的

昌邑市石埠经济发展区，潍水田园综合体的
温室鱼菜共生项目试验成功，这个综合体正
逐步具备循环农业、文旅休闲、颐养康疗、加
工物流等功能。

“地还是这片地，但种法完全不一样。”项
目负责人孙健说，综合体以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模式，带动产业发展质效升级。

潍坊在壮大一产基础上，向前发展种苗
研发、设施装备、教育培养、科技服务等，向后
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营销物流、文化创意、
康养旅游等综合服务新业态，通过产业链延
伸、价值链提升、供应链贯通“三链重构”，全
力打造全国“新六产”示范区。

输出技术惠全国

打造农业新“国标”

江西于都，距潍坊寿光 1500 公里。来自
寿光的鲁盛农业集团在这个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投资数亿元，建设 5500 亩蔬菜产业
扶贫基地。

鲁盛董事长李胜介绍，基地实行统一育
苗、统一种植、统一农资、统一品牌、统一销
售，“已有 3000 亩开始种植，带动上万名贫困
户脱贫致富”。

近年来，寿光向全国多个省市无偿传授
蔬菜种植技术，目前已建成和即将开工建设
的农业园区共 200 余处，全国一半以上的新
建大棚都少不了“寿光元素”。

寿光的临县昌乐盛产西瓜，西瓜嫁接、
无籽西瓜培育、西瓜设施化栽培等技术全国
领先。每年，3000 多名昌乐西瓜种植大户和
技术人员，将种植技术和标准复制到河北、
云南、新疆，甚至东南亚等地，建成县外“昌
乐西瓜基地”300 多处，面积超过 10 万亩。

潍坊农业在自身不断进步、日渐富足的
基础上，通过输出产品、技术、标准和理念，将
农业发展成果与全国共享。去年，全国蔬菜质
量标准中心落户潍坊，目前已收集梳理与蔬
菜质量相关产业链标准 1893 条，编制了 37
种蔬菜的 54 项生产技术规范。

依托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潍坊将加
快制定蔬菜全产业链标准和土壤、种子、种
苗、绿色防控等系列编制标准，逐步集成一批
“行业标准”，并上升为“国家标准”，打造全国
设施农业标准输出中心。

视野朝外天地宽

筑梦开放新高地

青州华盛农业最初只是一家国外蔬菜种
子的小代理商，后经自主研发，育成 200 多个
蔬菜品种，每年 30% 的产品沿着“一带一
路”，销往巴基斯坦、印度、捷克、泰国等 10 多
个国家和地区。

在世界农业发展版图中，潍坊已占据重
要一席。潍坊市副市长马清民说，潍坊农产品
远销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蔬菜、禽肉出口总
量分别占全国的 1/10、1/8。目前，潍坊已有
20家农业企业领先一步，走出国门实施海外

并购或在国外投资建厂。
有来有往方成长久朋友。潍坊农业既

坚定走出去，也向世界先进农业技术、资
本、人才敞开怀抱。目前，仅在寿光就有 30
多家国内外种业公司设立研发示范基地。

凭借农业开放发展的基础和优势，潍
坊于 2018 年获批中国首个国家农业开放
发展综合试验区，探索农业发展新模式，打
造农业开放新高地。

上午考察、下午签约，中地海外集团
一天之内敲定与潍坊综试区的合作事宜。
潍坊综试区用好先行先试政策，推动制度
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全方位扩大农业对
外开放，诸多优质项目纷至沓来。

目前，已与台湾开达集团、深圳优合
集团、中化集团、中国农科院等 20 多家知
名企业集团、科研机构达成合作共识。

为汇集全球高端要素，潍坊综试区成
立国际院士谷，目前与 30 余名院士专家建
立合作关系，取得 420 多项科研成果，为农
业“走出去”“引进来”提供有力支撑。

“确保‘一年全面起势、三年大见成效、
五年形成样板’，把综试区建成全国农业开
放发展引领区、农业科技创新先行区、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惠新安说。

潍坊农业动能转换、开放发展已显现
成效。2018 年，潍坊用占全国 1 . 7 ‰的土
地、1 ‰的淡水，产出了全国 7 . 2 ‰的粮
食、1 5 . 7 ‰的蔬菜、1 9 ‰的农产品出
口额。

新华社济南 10 月 23 日电

新华社福州 10 月 23 日电（记者张华迎）
记者近期在福建龙岩漳平、福州福清等地走
访发现，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不仅逐步化解
了台企、台农普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慢、融
资贵问题，也有效助力台企、台农发展壮大。

“90 后”的杨咏安来自台湾台中，是漳平
台创园内典型的“台农二代”。大学毕业后，他
来到父亲公司帮忙经营管理茶山，至今已近
7 年。今年初，他准备扩大茶山规模时，遇到
了资金短缺的难题。

“那段时间为筹集资金经常彻夜难眠，幸
亏当地农业银行及时提供了一笔 200 万元的
生产经营贷款，解了燃眉之急。”杨咏安告诉
记者，这笔信贷资金让他扩大茶山规模的构

想有了着落，更加坚定了在大陆创业发展的
信心和决心。

“目前，大部分在当地发展的台企、台农
都享受到了贷款利率优惠、差异化信贷支持
等优质金融服务带来的利好。”漳平台商联谊
会会长李志鸿说，大陆对台企、台农的信贷优
惠政策干货满满，算上政府相关部门给予的
高额贴息，现在台企、台农的贷款年利率比台
湾最低农业贷款年利率还要优惠。

在福建，像杨咏安这样享受到优质金融
服务的台企、台农代表不在少数。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来自屏东的台商谢
根发就开始在福清打拼。如今，他在当地经营
一家食品企业，主要从事冷冻烤鳗、秋刀鱼等

水产品加工和进出口贸易。今年 8 月，凭借厂
房、生产设备等抵押物，他顺利从农业银行拿
到 1900 万元生产经营性贷款。

“资金充裕后，我在生产安排上更有底气
了，节省了很多成本，也接了更多订单。”谢根
发告诉记者，得益于近年大陆密集出台的惠
台政策，他的企业越做越大，实现了快速发
展，去年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7000 万元。“大陆
市场前景广阔，相信企业发展会越来越好。”

金融服务助力台企、台农发展壮大，是福
建省持续采取有效措施促进闽台融合发展的
一个缩影。

去年 6 月，为不断优化台胞在闽投资环
境，为在闽台胞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与

大陆同胞同等待遇，在国台办等部门出台 31
条惠台利民措施基础上，福建省发布了 66
条实施意见。今年 5月，福建省出台《关于探
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实施意见》，提
出两岸应通尽通、为台胞台企提供同等待遇
和加大文化交流力度等 42 条措施，努力把
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福建省台港澳办副主任郑一贤表示，
今后将持续落实落细“31+66+42”条惠台
措施，努力为服务台胞台企多做加法，写好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三篇文
章，让台胞更多享受到福建发展带来的福
利、便利，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融合
发展。

福建：优质金融服务助力台企台农

在不熄的窑火中交融：瓷都景德镇踏上新征程
昌江日夜奔腾，洗去历史的风尘。
窑火生生不息，淬炼活态的传承。
千年瓷都，从“陶民十七八，土著二三分”

的远方走来，书写“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
的大气。在交融中发展，在创新中前行，是景
德镇陶瓷光耀千年的密码。

10 月 18 日至 22 日，2019 中国景德镇
国际陶瓷博览会在景德镇举行，吸引了来自
中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近千家陶瓷企业参
展和 3500 多名客商参会。

当前，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
验区已拉开帷幕，新的篇章正在绘就。

匠艺互融

在传承中创新

19 日，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葫芦窑
的窑火再次燃起。从 2009 年开始，景德镇相
继复烧了 10 余个历代典型瓷窑。

景德镇传统瓷窑作坊营造技艺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复烧，就是活的传承。我
们要在传承中创新。”76 岁的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烧窑把桩师傅胡家旺说。

千年窑火不灭，陶瓷文化不息。古代，
景德镇集五大名窑之大成；今天，景德镇是
世界上手工制瓷体系保存最完备的地方。
未来，景德镇依然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发展
力量。

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
区建设动员大会上，景德镇市委书记钟志生
说，加大非遗保护传承力度，体现“原真性、
原生态、原文化”，使保护传承见人、见物、见
生活。

当前，景德镇以御窑厂遗址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为龙头，加快陶阳里历史街区保护利
用等一批传承项目建设。同时，引进培育知
名陶瓷设计企业，建设国际设计谷，发展文化
创意产业。

“我们要把优秀的传统绘画理论、陶瓷制
作技艺与当代艺术新的观念结合起来，在传
承中创新，提升陶瓷艺术的高度。”中国艺术
研究院文学艺术创作院院长朱乐耕说。

产城相融

在创新中发展

陶溪川是在工业遗产改造中诞生的，在
保留老厂房的基础上，“嫁接”了工作室、瓷器
店、博物馆、美术馆。这个建筑面积 8 . 9 万
平方米的文创街区，开业 3 年来，已帮助 1 . 3
万余名年轻人创业，在这里举办的春秋大集
迎来了世界 60 个国家的 600 余名艺术家。

产业和城市相融是手工制瓷作坊的典型
特征。

“目前的陶溪川，只是建了一期，是未来
陶溪川的十分之一。”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董事
长刘子力介绍，陶溪川二期建设已全面启动，
建筑面积 150 万平方米，投资 138 亿元，包括
中外合作办学、双创空间、非遗中心等业态，
将形成一个新兴、多元、国际化的陶瓷文化新
地标。

按照试验区实施方案，景德镇既是陶瓷
产业之城，也是陶瓷文化旅游之城。“坚定打
造世界著名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决心，在
推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陶瓷文化旅游产品上
下功夫。”试验区建设动员大会上，江西省文
化和旅游厅厅长池红说，重点推动景德镇创
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整合陶瓷文化旅
游资源，培育文化旅游新业态。

未来 3 年景德镇将投入上千亿元推进
152 个重点项目。在城市空间建设的同时，
植入新的业态，景德镇将构建一个产城融合
的新型城市。

文化交融

在发展中互鉴

在景德镇三宝陶艺村，来自美国北卡
罗来纳州的贝卡一边创作，一边和记者
交流。

“我可以去英国，也可以去法国创作，语
言交流更没有障碍。”贝卡说，但她还是选择
景德镇，因为这里有陶瓷原始的模样，有传统
的陶瓷文化。每年超过 5000 名“洋景漂”为
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而来，这是一种自发对
中国陶瓷文化的向往。

过去，景德镇外销瓷把中华文化传播到
世界各地；今天，“洋景漂”成为传播中华文化
的使者。

“我把中国的象征主义引入到了我的作
品当中，使用竹子、龙、凤凰和莲花等中国文
化符号来表达和平。”在景德镇学习交流长达
十多年的澳大利亚艺术家戴安娜的作品已在
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多地博物馆和画廊展

出，这些中国文化符号也随着她的作品走
向世界。

“洋景漂”在汲取中华传统文化养分的
同时，反过来又影响中国陶瓷文化。

每当夜幕降临，景德镇陶艺街就支起
一个个摊位，年轻的摊主们销售个性化的
茶具、餐具、首饰、摆件等。这些独具创意
的陶艺品，令人耳目一新。“毫无疑问，这里
面有‘洋景漂’的贡献。”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刘远长说，文化交融是相互作用的。

打造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交易中
心，是试验区的三大战略定位之一。“全面
融入‘一带一路’，积极参与感知中国、今日
中国等国家文化品牌活动，加快国际陶瓷
文化交流中心、凤凰国际会议中心等项目
建设。”景德镇市市长刘锋说，景德镇将广
泛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国际合作办学、国际
研学游学等系列活动，为世界文化交流互
鉴做出应有贡献。

（记者胡振华、沈洋）
新华社南昌 10 月 22 日电

▲景德镇市“青花女子瓷乐队”在景德镇市文化馆为观众演奏（10 月 13 日摄）。 新华社记者胡晨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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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１０月２３日电（记者杨喆、马晓成、齐泓鑫）秋
收时节，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嘉兴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盖永峰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季节，合作社要在霜降前将剩余
的６０００多亩玉米收割完毕。为此，盖永峰安排合作社几名收割
机手轮班上岗，２４小时作业，“人歇机不歇”。

在嘉兴合作社的玉米地里，一人多高的植株上玉米已经成
熟。４台大型收割机驶过，将玉米收入“腹中”，机器尾部，粉碎过
的秸秆被“吐”出，抛撒在地里，随后两台深翻机械“上阵”，将粉
碎后的秸秆深翻到地里，刚才还是一片金黄的田地此时已被黑
土覆盖。

“别看秋天地里没啥‘绿色’了，我们这做法可是‘绿色’的。”
盖永峰一边说，一边蹲下查看秸秆翻埋的深度。

盖永峰种地２０多年了，在他的记忆中，过去处理秸秆大多
焚烧，不仅浪费了资源，还对环境造成了一定污染。

“现在多亏了大机械和科技化水平的提高，我们处理秸秆有
更加绿色环保的方式了。”盖永峰说，“粉碎深翻不仅避免焚烧，
还能增加土壤有机质，一举两得。”

除了粉碎深翻，更多利用方式也在改变着传统的秸秆处理
模式。

在嘉兴合作社的另一片地里，堆放着一捆捆打包好的玉米
秸秆。盖永峰说，这是合作社去年离田的部分秸秆，由于收割较
晚水分较大，便通过晾晒一年晒干水分后再压块处理的方式，成
为一种燃料。

在拥有１９３０多万亩耕地的黑河，秸秆综合处理早已不是
“新鲜事”。记者从黑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黑河市目前配套秸
秆还田机具４０００余台（套），全市秸秆还田面积１０００万亩以上，
秸秆综合利用率已达７０％以上。

“今年玉米产量是这些年来最好的，这与轮作有很大关系。”
盖永峰说，嘉兴合作社自２０１７年参与了耕地轮作制度试点，在
同一地块每年种植不同的作物，改变了过去长期单一种植玉米
的模式，今年玉米每公顷产量比常年平均高出１０００斤左右。

此外，嘉兴合作社近年来还实施了减化肥、农药、除草剂用
量的农业“三减”行动，用量已减少２０％以上。“氮磷钾”这“老三
样”化肥，正在逐渐被有机肥替代，合作社有机肥用量占比已达
３０％以上。

“向‘绿色’转型虽然也投入了一定成本，但回报更大，现在
很多南方客户看中了我们绿色优质的农产品，都来主动找我们
签订单。”盖永峰说。

“我们按照绿色发展理念，创建全域全产业绿色发展示范
区。”黑河市农业农村局副调研员苏辉介绍，目前黑河市绿色有
机食品认证面积达到３８７万亩，落实农业“三减”示范面积
３４１．２万亩，辐射带动农业“三减”技术应用全覆盖。

黑河秋收田更“绿”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7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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