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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是公司成立以

来收获最大的一年，营业额
从 前 年 的 120 万 元 增 长 到
250 万元。”山东省平度市平
一自动化公司经理金鹏通过
参加企业家联盟会，不断开
阔企业运营思路，与苹果手
机零件供应商建立了合作关
系，使这家小企业活力十足。

金鹏所说的企业家联盟
会，是 2016 年 1 月，平度市
以“国家中小城市综合改革
试点市”获批为契机，围绕新
形势下如何加强企业家和人
才队伍建设而成立的。

“联盟会的成立，一方
面，架起了政府和企业家之
间沟通的桥梁，另一方面，也
使企业之间互相认识、互相
交流。”平度市科技工信局副
局长张淑香认为，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联
盟会的组建促进了县域中小
企业的“抱团”发展。

“入会企业不拘一格，涉
及工业、农业、商贸流通业、
旅游业以及金融、保险等多
个领域。”张淑香介绍，2016
年以来，企业家联盟会先后
邀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智慧之光集团等国内著
名培训机构前来讲课，举办

“智慧大讲堂”23 期、累计培
训企业家 6700余人次。

“企业家联盟会在体制机制、文化制度、活动方式等
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青岛征和工业公司董事长、联盟
会会长金玉谟介绍，为充分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在青岛
市首创了“由企业家管理企业家，企业家服务企业家”的
体制模式，改变了原先由政府领导担任会长的做法，同时
还设立了轮值会长制度。

“企业之间通过合作实现了短板互补、优势联合，达
到了互利共赢的目的。”青岛半岛酒业公司与轩尔电子商
务公司通过联盟会结识，轩尔电子商务公司将半岛酒业
公司种植基地的 5 万公斤鲜食葡萄通过网上销售到全国
各地。“这是我们的鲜食葡萄第一次销售到山东省外，尝
到了互联网+的甜头。”半岛酒业的罗经理说。

青岛陈氏伟业养殖公司通过联盟会搭建起了政府和
企业之间沟通的桥梁。在政府主导下，银河期货在平度
市参与开展的“政策性鸡蛋价格保险”花落该公司，开创
国内首单由政府主导并给予补贴的鸡蛋价格保险。

金融服务业的加盟尤值一提。去年 1 月份，平度农
商银行加入了企业家联盟会，通过交流、考察，为 34 家联
盟会企业解决资金需求 1 亿多元。华夏银行则为青岛春
雷科技发展公司光伏发电项目授信 1 亿元，助推了企业
发展。

为打造青岛北部先进制造业基地，平度市将高新技
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与联盟会的培训有机结合，起
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2016 年，平度磐石容器集团有限
公司等 3 家企业技术中心获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32
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认定数量均创历年之最。

山东平度抢抓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契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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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县域企业抱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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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许多农户利
用自家小庭院做起了养殖，建猪圈、搭鸡棚，庭院养殖红红
火火，全县发展各类养殖专业户 2000 个。农民富了，大
量堆积的畜禽粪便却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扶沟县
委、县政府意识到和谐发展的重要，将农村经济发展、社会
进步和生态优化融为一体，以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推动
农村工作的总抓手，以人为本，全面提高农民的文明素质，
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突破口，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下发

《扶沟县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制定《全县美丽
乡村创建标准》《美丽乡村考核验收规定》等考核体系。同
时，该县利用多种形式进行宣传，使村民认识到美丽乡村
建设是利民之事，并主动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来。

扶沟县选取经济发展较好的村作为试点，实行“双联
双包制”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双联”，即县四大班子成员
和乡镇主要领导都要联系一个村，实行县领导和乡镇主
要领导双重联系。“双包”，即保证每个试点村至少有两个
单位分包。各联系点领导经常到村指导工作，帮助解决
有关问题。各分包单位与试点村结成帮扶对子，在规划、
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给予支持。

经过整治，扶沟的美丽乡村建设不断深化，村容村貌
大为改善，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近日，记者走进扶沟
县韭园镇二十里店村，只见房前屋后树木成行。农家庭
院肥猪满圈，鸡鸭成群，但却闻不到异味。村民做饭告别
烟熏火燎，用上了洁净省时的沼气。该村党支部书记姚
中远介绍，全村 300多户人家，已有 180户使用沼气。

（王科军 王新生）

河南扶沟县：

帮扶重实效 养殖走新路

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逐步向粮食
主产区特别是粮食生产大县集中。我国
有 800 个产粮大县，其中超 10 亿斤的产
粮 大 县 有 400 多 个 、产 量 占 全 国 的
54%。但产粮大县多是财政穷县，在 800
个产粮大县中，国家级贫困县达 105 个，

“高产穷县”让产粮大县陷入经济发展困
局。如何摘掉产粮大县的“穷帽子”，实
现可持续发展？本报记者深入一些产粮
大县进行了采访。

优化农业结构
做强粮食生产

深冬时节，记者走进素以“北国大粮
仓”著称的黑龙江绥化市。在绥化市，家
家户户院里堆满了粮食、粮库装满了粮
食、加工企业昼夜不停地加工粮食。然
而，丰富的粮食资源并没有带来绥化市
经济的快速发展。绥化市下辖 10 个县
市区中，海伦市、兰西县、青冈县、明水县
仍然是国家级贫困县。

为何产粮与经济发展成了一道两难
的选择题？专家认为，产粮大县的特色
和优势就是粮食生产，发展县域经济，一
定要把这个优势发挥好、利用好，把粮食
生产做大做强。然而，近年来粮食种植
效益下滑，给产粮大县造成巨大冲击，农
民收入锐减。产粮大县该怎么办？

记者在各地采访中了解到，当前产
粮大县都在抓紧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推
动农业生产由“种得好向卖得好，卖得好
倒逼种得更好”转型。广袤的东北地区
是我国粮食核心主产区，缩减玉米种植
面积成为一些产粮大县调整优化农业结
构的重点。宾县是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发
展“十强县”，也是全国粮食生产大县。
该县 2016 年减少玉米种植面积 14.33 万
亩，增加经济作物面积 10万亩。

专家认为，不管农业结构怎么调，粮
食生产仍然是产粮大县全部工作的重中
之重。未来产粮大县还要紧扣耕地、科
技、政策、农民这些关键点做好粮食生
产。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时，严
防死守耕地红线，确保“有地可种”；要紧
紧依靠科技挖掘粮食增产潜力，着力抓
好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的推广应用；
要用好国家对产粮（油）大县的奖励资
金，主要用于支持发展粮食生产；要加快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起以农户
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
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
业经营体系；要把粮食生产真正作为“一
把手”工程，整合各方力量和资源，形成
部门联动、上下配合、合力推进粮食生产

的工作格局。

深化粮食加工
力促三产融合

产粮大县县域经济发展的短板是工
业不强。目前，粮食生产比较效益越来
越低，不少产粮大县依托粮食主产区的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促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河北柏乡县副县长王宏伟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产粮大县要想走出“农业
大县、财政穷县”的怪圈，就必须探索一
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以现代农业发
展带动工业发展、以工业发展带动服务
业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同
时，在处理好工业发展与环境、就业、城
市化、提高收入等方面关系的基础上，发
展新型工业，以工业带动全县经济发展。

柏乡县是传统产粮大县，主要种植
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农作物。该县
近年来利用小麦、玉米种植面积大、产量
高、品质优的自身优势，在“农”字上深做
文章，依托五得利面粉、九谷面业等 27
家面粉加工企业，大力发展淀粉、挂面、
馒头、蛋糕、方便面及方便快餐等食品深
加工、精加工产业。“通过发展粮食深加
工产业，使粮食资源得到深度开发和充
分利用，大大提高了粮食产品的附加值，
从而带动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促进农民
种粮收入不断增长，变粮食的资源优势
为经济发展优势，推动柏乡从传统农业
大县向现代农业大县转变。”王宏伟说。

从目前一些县市经济发展的经验来

看，粮食深加工已经成为一些产粮大县
发展县域经济的有效途径。黑龙江五常
市是我国优质水稻产区，大米加工业发
达，有大米加工企业 293 家，年加工能力
达 560 多万吨。五常市商务粮食局局长
毕万仁说，多元收购主体展开激烈竞争，
使五常水稻价格一直走强，促进农民增
产又增收。

肇东市是全国粮食生产大县，也是
黑龙江县域经济最为发达的县市。肇东
市政府调研员王久森介绍，肇东玉米加
工业发达，有 5 家大型玉米加工企业，不
仅为粮食消化找到出口，还促进农民增
产增收。

建立补偿机制
增强产粮信心

产粮大县虽然对国家粮食安全作出
巨大贡献，但一些在全国赫赫有名的粮
食生产大县，与周边工业经济相对发达
的县市相比，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仍明显
落后。

财政收入低下是导致经济发展落后
的主要原因。地处松辽平原的吉林省榆
树市有“全国第一产粮大县”之称，耕地
面积 584 万亩，玉米常年产量 300 万吨，
连续多年获得粮食生产标兵县称号。即
使这样，预计 2016 年，榆树市全口径财
政收入只有 12.28亿元。

“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我们每
年还要划拨大量资金来投资农业、建设
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常常力不从心。”
榆树市委书记冯善国说。他认为，国家

应该建立对产粮大县的利益补偿机制，
补偿标准要达到全省或者全国县域经济
平均水平，要按照产粮大县商品粮调出
量进行补贴。

江西省崇仁县副县长聂正高在接受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产粮大县
在长期发展粮食和农业生产过程中，失
去了发展工商、地产等税源产业的机会，
影响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应该对
产粮大县进行利益补偿，对产粮大县的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投入、农机
购置补贴等进行补偿。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现在全国粮
食生产大县普遍面临农业基础薄弱、土
地细碎化、劳动力弱质化、粮食生产兼业
化副业化，以及科技推广应用迟缓、社会
化服务发展滞后等问题。近年来，国家
在规划、资金、项目、科技、装备等方面给
予了产粮大县倾斜支持，但目前的利益
补偿机制仍有不完善之处。

专家认为，国家应进一步完善粮食
主产区产粮大县利益补偿机制，持续增
加产粮大县财政奖励和一般性财政转移
支付，持续强化产粮大县的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让产粮
大县一心一意抓好粮食生产。还应试行
销区对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可根据省
与省之间的谷物调入量与调出量，按照
一定补偿标准，通过中央财政扣减或增
加财政转移支付，让调入省对调出省给
予经济补偿，由此进一步补偿粮食生产
大县和调出大县，既让主产区发展粮食
生产有效益、得实惠、不吃亏，又能让主
销区承担更多国家粮食安全责任。

在全国 800个产粮大县中，国家级贫困县就有105 个——

“粮丰县穷”怪圈该咋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羊绒素有“软黄金”之称，羊绒制品
保暖、透气、舒适，受到广泛青睐。一条
几两重的羊绒围巾，在奢侈品市场能卖
几万元。然而，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的
羊绒制品却一度在市场上以“白菜价”销
售。怎样让“软黄金”卖出黄金价？清河
人用创新创造，从养羊、分梳、纺纱、制衣
的羊绒全产业链生产中找到了答案。

“从不同牧区收购的羊毛很难做到
品质如一，从而影响了羊绒及其制成品
的质量。”清河县安隆红太羊绒公司董事
长崔应国介绍，过去，清河县红太羊绒公
司的原料是从不同牧区收购来的，很难
把控质量。10 年前，该公司在清河县建
起了占地 160 亩的优质绒山羊繁育基
地，通过胚胎移植、人工授精等科技手段
培育出“红太优质绒山羊”，并在适宜绒
山羊生长的陕西子洲县建立起 10000 亩
牧区，将所育种羊全部放到牧区饲养。
优良的品种加上适宜的环境，使“红太优
质绒山羊”产绒量比普通绒山羊高 1 倍，
且羊绒长度达到 42mm，细度在 15um 至
15.3um 之间。这种精品羊绒与普通羊

绒价格每吨相差 6万元，织出的羊绒制品
不仅畅销国内，每年还出口 20万件。

好的羊绒制品不仅需要好的原料，
还离不开好的设备。羊绒生产的第一道
工序为绒毛分离，普通的分梳设备从羊
毛到成品绒需分梳 15 至 19 遍，不仅耗时
费工，还因分梳遍数的增加而损伤羊绒
的纤维长度，降低羊绒价值。在慧兴羊
绒公司的分梳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种
新型全自动分梳设备，能将 9台梳绒机合
为 1 条生产线，采取风控技术，直接便可
出成品绒，节约 2/3 人工，生产效率提升
1 倍多。同时，使成品绒长度增加 2 至 3
毫米，含杂率降低 20%，达到 1.2‰。

羊绒制品生产的第二道工序为纺
纱，传统的梳毛设备由于条杆不均匀，纺
出的纱线质量不稳定。近日，记者来到
迪森公司的纺纱车间，发现该公司正在
使用自行研发制造的梳毛设备。该设备
采用智能化控制，工人只需触屏操作，机
器就可替代原来由挡车工操作的全部工
序，不仅降低劳动强度、节省用工成本，
产量也比原来提高 30%以上。

“ 同 样 材 质 的 羊 绒 衫 ，有 的 能 卖
2000 元，有的仅能卖 500 元，关键在于
款式创新和品牌影响力。”维力斯羊绒服
饰公司董事长孙连江说，两年前，维力斯
公司从韩国、意大利聘请设计师，塑造自
己的品牌风格。同时，该公司还进行技
术创新，研发出机洗不缩水的羊绒制品。

为进一步引导和扶持羊绒产业创
新，清河县政府联合天津工业大学、武汉
纺织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等高校的科研
机 构 ，组 建 了 河 北 羊 绒 产 业 技 术 研 究
院。研究院设羊绒分梳技术中心、纺纱
技术中心、针织技术中心等七大中心，致
力于解决羊绒生产各个阶段的共性技术
问题，将科技创新元素融入羊绒产业链
条的各个环节。一年来，河北羊绒产业
技术研究院共研发新工艺、新技术 6 项；
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进行推广应用 5项，
推出新款羊绒制品 2000 余款，引导企业
差异化发展，形成一店一品的时尚风格。

持续的创新创造，促使清河羊绒产业
生机勃勃，年加工精纺绒纱7000吨、羊绒
衫1400万件，产业规模达到200亿元。

谋求羊绒全产业链创新创造——

清河“软黄金”卖出实金价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闫秀真

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逐步

向粮食主产区特别是粮食生产大

县集中。但产粮大县多是财政穷

县，如何破解“高产穷县”困

局？如何既保证粮食产量又发展

县域经济？

◀ 图为中粮生化能源

（榆树）有限公司正在组织收

购玉米。

本报记者 刘 慧摄

本版编辑 王薇薇 秦文竹

龙须草垫“织”出一条致富路

1 月 21 日，湖北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庙坪村一组残

疾贫困户胡德兰在编织龙须草垫。这种草垫不但结实耐

用，而且绿色环保，在大城市很有市场。近年来，庙坪村

依托山区自然资源，大力发展龙须草产业助力精准扶贫，

村民们依靠龙须草垫“织”出了一条致富路。薛乐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