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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出河北石家庄市区一路
向北，驶过云龙大桥，来到蜿蜒流淌的
滹沱河畔。河水清清，草木茂盛，随风
摇曳。

沿河北岸，楼房鳞次栉比，流水长
廊相映成趣，游人如织……一幅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映入眼帘。

这里是塔元庄村。
习近平同志在河北正定县工作时，

曾多次来村里调研。 2008 年 1 月和
2013年 7月，习近平同志又两次来到塔
元庄，亲切看望乡亲们。

30 多年来，从发展“半城郊型”经
济，到夯实基层党组织，再到“把农业
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
成规范化”，塔元庄村干部群众凝心聚
力，将一个贫困村庄发展成为远近闻名
的全面小康村。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塔元庄村，这
份情，乡亲们心里永远都记着！”塔元
庄村党支部书记尹计平说。

发展“半城郊型”经济
塔元庄很快冒了尖

“50 后”村民李贵锁，几乎每天早
上都会沿滹沱河边散步，看看碧波荡漾
的河水，神清气爽。“过去水浅，常断
流，随便就能从河里走过去。”

塔元庄村地处滹沱河北岸，南邻石
家庄主城区。上世纪 80 年代初，村庄
四周还是大片荒滩。全村 500 来户
2000多人，耕地仅 760亩。

那时，李贵锁家里不到一亩地，种
点玉米勉强糊口。好在自己会木工，于
是起早贪黑进城打零工。“那会儿村里
别说公交，连平整的路都没有。我得骑
个把小时自行车才能到市区。”李贵锁
回忆，“最多一天挣 5块钱。”

别看紧挨石家庄，当年塔元庄是个
贫困村，人均年收入几十块钱。村民编

了句顺口溜：“盼着一年吃细粮，盖上
新房娶新娘。”

1982 年 3 月，习近平同志赴正定，
先后任县委副书记、书记。针对正定紧
邻省会的区位特点，习近平同志深入调
研，确定了“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
并在实践中总结出发展“半城郊型”经
济的“二十字经”：投其所好，供其所
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

“村里从那时起开始种大棚蔬菜，
建养鸡场、养猪场。可以说，城里人想
吃 啥 咱 种 啥 ，城 里 人 想 用 啥 咱 加 工
啥。”李贵锁开了窍，既然城里人需求
量大，干脆自己“当老板”做家具。

一开始，在自家院子搭个棚子，锯
木头、刷漆，李贵锁都亲自上手，做好
家具骑着板车送货。生意虽小但挺红
火，“没几年，我就能一年挣两万元，成
了‘万元户’。”到了上世纪 90年代，他
建起了厂房，设备也由手工锯变成电
锯、切割机。

正是沿着“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
子，塔元庄很快冒了尖。1985年，村民
人均年收入超过 200元。后来，村里家
具厂、棉织厂、构件厂等企业蓬勃发
展，村民收入不断提高。

夯实基层党组织
塔元庄大变样

塔元庄距县城仅三四公里，当时却
没一条好走的出村路。“村里村外坑坑
洼洼，一下雨村里就成了沼泽。”“70
后”村民李彩芳回忆。

2000 年，在外经商多年返乡创业
的尹计平任村党支部书记。他上任后
的第一件事是修路。村干部带头捐款，
全村集资 13 万元，又在县里协调下筹
资 120万元，2003年打通了通往县城的
路。随后，村内东西南北道路全部修
通，并实施硬化美化亮化工程，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
为改善村民居住环境，村两委班子

决定，盘活土地 500 余亩，开展旧村改
造。可房屋拆迁不是小事，群众难免有
不同意见。

2008 年 1 月 12 日，时任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
来到塔元庄，沿着正在改造的村路，与
尹计平边走边聊。

“得知我们正在实施旧村改造，计
划用 3到 5年让全部村民住进楼房，他
特别嘱咐要征求老百姓意见，得到大部
分人的同意才行；一定要规划好，严格
按照图纸施工，不要随意改变。”尹计
平说，他清晰记得习近平同志的殷切嘱
托：“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希望你
们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带领群众早日
奔小康。”

尹计平带领村两委班子走家串户，
广泛听取村民意见，耐心做工作，还带
头拆了自家房子，“村党支部公开公
道，党员干部带头，群众对我们越来越
信任。”2010年，塔元庄新民居落成，全
村近 500 户村民住进了楼房。小区内
配建了中心超市，铺设了排污管网系
统。

为增加村集体收入，塔元庄村成立
了林果蔬菜种植的村集体合作社，吸引
200 余户村民入股；新建的绿豆芽厂，
日产 150 吨，每年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100万元。

现代农业拔节生长
乡村旅游日益红火

“90 后”村民胡雷，一早便来到村
委会旁的蔬菜发放点，领取有机蔬菜。

从今年 5月开始，塔元庄村每周向
村民送一次免费有机蔬菜。胡雷领到
一个塑料箱，打开盖子，黄瓜、豆角、西
红柿等，绿的红的，码放整齐。“一周领

一次，一次吃一周。”胡雷拍照后发微
信朋友圈。

在村西一座蔬菜大棚里，塔元庄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农技专家赵栋正弯腰
走在田埂上，查看蔬菜长势。满眼的西
红柿通红透亮，赵栋摘下一个咬了一
口，“酸里带甜，爽口！”

由村集体合作社发起成立的这家
公司，利用先进技术生产绿色农产品。
销售实行会员制，每周定点配送 6个以
上品种、12斤以上的蔬菜，吸引市区客
户。塔元庄近 500 户村民被纳入首批
会员，免费供应。

2013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
到塔元庄考察时，对塔元庄村提出了新
要求：“你们要在全国提前进入小康，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
旅游做成规范化。”

“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建成了
产销一体的农业产业链，增加村集体收
入，让村民吃上绿色无公害蔬菜。”尹
计平说。此外，塔元庄兴建了集农业生
产、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现代科技示范
园；注册了“塔元庄牌”商标，将大米、
面粉、牛蒡酒等绿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
地。

近年来，随着滹沱河综合整治工程
的实施，修路筑堤、疏浚河道、保护湿
地，干涸多年的滹沱河重新焕发生机。
塔元庄在滹沱河北岸景观大道两侧栽
植玉兰、白蜡树等，面积达 12 万平方
米，恢复生态，发展旅游。

徜徉在塔元庄美食街，一排排店铺
排列整齐，牛骨汤、小龙虾、全驴宴等
特色美食，香味扑鼻而来。全驴宴经营
者曹新玉本是塔元庄人，早年外出做生
意，最近返村创业，“美食街门店各有
特色，游客越来越多，我很看好未来发
展。”如今，美食街已有数十家商户入
驻，村里还建成了环境优美的木屋民宿
小镇。去年，全村接待参观团队和游客
50多万人次。

2019 年，塔元庄村集体经济收入
达到 11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 2.1万
元。

（徐运平 张腾扬 冯 华）

塔元庄村的变迁

□ 本报记者 王薛淄

日前，记者从中国缝制机械协会了解到，8月底，中
国缝制机械协会副理事长杨晓京一行赴上海调研，走访
了上工申贝、富山、鲍麦克斯、兄弟（中国）等缝机骨干生
产制造企业，与企业负责人就疫情影响下的市场变化趋
势及企业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沟通。

作为我国缝制机械产业重要生产集群之一，上海缝
机产业历史悠久、工业基础雄厚。面对突如其来的疫
情，上海缝机的骨干生产制造企业创新思维、开拓思路、
积极应变求变，走出了一条“上海制造”的道路。

聚焦主业 共谋长远发展

8月 28日，中国缝制机械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上工
申贝发布了 2020年半年度董事会经营评述。面对全球
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上工申贝积极
筹划再融资，聚焦主业，谋求长远发展。投资上海研发
及营销中心建设和张家港生产基地技改，用于研发及生
产碳纤维复合材料结构件制造工艺装备、3D 缝纫机器
人、可编程自动花样缝纫机以及以高速滤袋制造系统和
热熔机等高端特种缝制装备为代表的产业纺织品自动
缝制设备。

与上工申贝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富山公司。疫情
期间，富山公司把握住市场停摆时机，对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梳理，同时加强与高校的科研合作，加强企业
队伍建设、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进一步提升富山自主
创新能力。今年 5 月，富山共有五款产品投入市场，分
别是K1自动环形下摆机、K2 T恤开口下摆自动缝纫工
作站、K5自动接橡筋机、K7阿迪达斯专用三条压条机、
K10自动上裤腰橡筋机。

专注新技术与自动化的富山，经过前期的研发和不
断实验，一批又一批拥有更多新技术甚至开启无人工作
场景的产品，将投入市场，为服企行业转型升级，提供强
有力的助力。

拓展领域 增加市场竞争力

“缝制设备行业是充分市场竞争的行业，具有较明
显的周期性，对下游纺织服装、皮革箱包、汽车等行业有
较强的依赖性，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在分析可
能面对的行业与市场风险上，上工申贝经营评述里是这样描述的。

面对全球汽车、服装、制鞋等用户行业大幅下降的不利局面，上工申贝发
挥技术优势，拓展沙发市场空间；绸缪打造一体两翼事业结构，开辟高新技术
投资板块及电商物流板块；与霍尼韦尔开展战略合作，致力缝制行业工业互联
网平台，提升智能制造和智能仓储水平。同时，结合公司在柔性材料加工积累
的经验，将应用于汽车领域的智能制造自动工作站与集成系统向刚性材料工
艺装备领域拓展，发展智慧物流系统和机电控制系统等工控自动化装备，为未
来实现智慧缝制工厂/车间的广泛应用奠定基础。

今年上半年以来，上海缝机企业的创新思维、开拓思路、积极应变求变，在
开拓新的市场、强化供应链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加强内部管理、调整产品结
构、满足用户需求等方面开展的举措，也获得了行业协会的积极评价和充分肯
定。

杨晓京在调研中表示，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疫情防控还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贸易保护主义及逆全球化有所抬头，应夯实基础，防范风险；抢抓国内疫情防
控优势，坚定信心，苦练内功，为市场复苏做好准备；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加快
产业转型和升级发展，发挥高端制造优势，提高产品智能化数字化水平，不断
拓展市场空间；进一步优化供应链，巩固和促进产业链延伸，为“十四五”实现
强国梦想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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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68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公布
本报讯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将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

镇爨底下村等680个乡村列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其中包括“三区三州”

乡村54个，11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128个。9月1日，两部委共同印发了《关

于公布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的通知》。目前，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已

成全国乡村旅游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品牌，受到业界和社会广泛关注，示范引领作

用明显。

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世界瞩目的
成就，已经有 7 亿多农村人口摆脱了
贫困，贫困地区经济社会长足发展、人
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今年年底
将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
体贫困。联合国在 2030 年发展议程
上提出，全球要在2030年解决绝对贫
困问题，而我国设定的实现绝对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的时间节点，比联合国
预设目标提前10年。这也意味着，我
国将走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减贫
事业的前列。

我国的农村扶贫开发政策经过第
一阶段体制改革带动脱贫，到第二阶
段以县为单位的扶贫开发和第三阶段
以村为单位的扶贫开发，现在进入到
第四阶段精准扶贫阶段。精准扶贫要
将扶贫机制精确到农户层面，扶贫的
路径要由大水漫灌式向精准滴灌式转
变，资金使用由多头分散向统筹集中
转变，扶贫开发模式由偏重输血向注
重造血转变。精准扶贫要找到“穷

根”，明确靶向，量身定做，对症下药，
让扶贫真正扶到点上、扶到根上，让贫
困群众真正从中得到实惠。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头戏。
在贫困地区，农业是产业扶贫的主要
内容，要培育发展富民产业，把贫困人
口纳入到产业发展中来，同时注意发
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传统农业的一个
基本特征就是农民用世代传承的土
地、劳动力和技术进行小规模农业生
产，而这种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投资
回报率太低，生产规模很难扩大。改
造传统农业就要改变土地、劳动力和
技术这三大生产要素。改变技术就要
设法引进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助力农业
发展。改变劳动力就要千方百计举办
各种培训班对农民进行培训，传输先
进理念和农业技术，提高农民的知识
和技能。改变土地就要把农村土地设
法流转起来，把小面积耕地变成大规
模农业生产用地，开展规模化生产。
这样才能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
为中心，以产业发展为杠杆进行产业
扶贫，从而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增加
贫困农户的收入。产业扶贫是一种内
生发展机制，可以促进贫困个体、贫困
家庭与贫困区域的协同发展，激活发
展动力，阻断贫困发生的动因。产业
扶贫可以充分改变贫困户“等、靠、要”
的思想，调动他们脱贫的主动性、积极

性，从而产生内生动力，变“输血”为
“造血”。

产业扶贫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急
需解决。一是很多贫困地区产业振兴
基础不牢固，没有主导产业，或者虽然
有产业但是只有产品没有品牌，或者
是有品牌但无名牌，或者是有品牌但
无规模，农产品品牌化程度太低，市场
竞争力不够，无论是企业本身还是产
品的宣传力度太差，无法与消费者诉
求达到统一，更是没有产生品牌价
值。二是产业链条短。在很多贫困地
区一、二、三产业融合程度不高，很多
产品只是原材料或者初加工产品，农
产品深加工跟不上、附加值低，没有形
成产业链，农民很难大幅度受益。三
是贫困地区龙头企业太少，产业规模
化、组织化程度低，无法实现规模效
益，无法带动贫困地区人口大规模就
业，无法为贫困地区农户带来工资性
收入。

产业扶贫不同于过去的资金扶
贫、物质扶贫。送钱、送物只能解决燃
眉之急，不是长远之计。中国地区广
阔，各地自然状况千差万别，只有发展
适合当地情况的产业才可以形成可持
续扶贫态势。因此产业扶贫必须结合
当地实际情况开展。一是强化政策扶
持力度，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大资金
和外部企业引进力度，提高基础设施

投资，改善农村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
设落后局面，为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
奠定良好基础。二是充分利用当地的
特色资源优势、人力优势，培养经济支
柱产业，引导农民、贫困户加入到产业
链中，实现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有机结合，促进农业产业化、规模
化发展，让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解
决农民就业问题。三是做好人才引
进、留用和培养工作，加强贫困地区农
民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和水平。
四是大力扶持龙头企业，引导贫困地
区经济结构转型。鼓励大力发展规模
化经营，拓宽农业产业化规模，用产业
发展提升贫困群众致富能力。通过龙
头企业的带动，让越来越多的贫困户
获得到新品种、新技术、新农业生产模
式带来的高额收入，进而解放思想，促
进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传统农业向现
代农业转型，把扶贫产业真正做大做
强。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也是脱贫
的主要依托。没有产业带动，就难
以彻底脱贫，缺乏产业支撑，更难以
持续脱贫。只有把产业扶贫“活水”
源源不断流向田间地头，发展一个
产业，带动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百
姓，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有效脱贫、真
正脱贫，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

让产业扶贫“活水”源源不断流向田间地头
□ 李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