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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富不富，关键看

支部；村子强不强，要看

“领头羊”。一个敢想敢做

的村班子，在凝聚人心、推

动发展上可以发挥的作用

无可限量。鲁家村的发

展，核心在于一个敢想敢

干、团结实干、创新有为的

村班子，为这个贫困村带

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来的鲁家村贫穷落

后，村里没有实力干大事，

村班子威信不高。同时，

因大多数人外出打工，不

问村务，村组团结意识不

强，都是“各家自扫门前

雪”。近年来，鲁家村通过

美丽乡村建设，极大地凝

聚了人心，让村民真正感

受到了村班子想干事、干

成事的决心和魄力。大家

自发参与到建设中来，关

心村里发展，村干部越干

越有劲，越干越团结，村班

子威信高、人心齐、战斗力

强，农村基层组织得到了

巩固。

村级是我国现行体制

下的最基层组织，其建设

好坏直接影响村级经济的

发展。发展壮大村级经

济，应加强村级班子建设，

选好带头人。在一些经济

发展比较好的村庄，远的

如改革开始初期发展起来

的江苏华西村、北京韩村

河，近的如浙江鲁家村、吉

林大荒地村，这些在全国

赫赫有名的村子有一个共

同特性，就是有一个好的

村班子，特别是有一个有

能力、有作为、有责任感的村党支部书记。在一些

经济发展落后的村庄，村班子形同摆设，除了一些事

务性的工作外，在村级经济发展中起不到什么带头

作用。一些村庄的村干部甚至想方设法克扣政府的

项目资金或者政府补贴；一些村庄的村干部嫌麻烦，

甚至把一些好的项目拒之村外。

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大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这些工作最终都要落实

到村一级组织。建立起一个团结能干的村班子，对

于发展壮大村级经济、带领农民增收致富至关重

要。可以说，选对了村班子，村级经济发展就有了

希望。

人才短缺是当前村级经济发展的一个“短板”。

农村人才大量外流，村里的能人越来越少，选举产生

的村干部能力不足，很难承担起建设新农村、发展村

级经济的大任。要发展村级经济，就需要打造一个

创新型的领导班子，认真选优配强村干部，从能人、

大户、科技致富带头人中选配村干部，提高村级班子

发展村级经济的实力。

村党支部书记作为村“两委”班子的“主心骨”、

党员队伍的“排头兵”、发展经济的“领头雁”、农民群

众的“当家人”，是基层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

关键。作为新时期的村党支部书记，要有发展村域

经济的能力、服务农民群众的意识，要有敢于担当的

胆识和情怀，勇于创新，能在深化农村改革中为村级

经济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

因此，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要切实加强农

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规范农村基层党组织生

活，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选好管好用好农

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实行村党支部书记县级备案

管理，强化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扎实推进抓党

建促脱贫攻坚工作，充分发挥村党组织第一书记的

重要作用。

在浙江农村，土灶台深受游客欢迎。土灶台顾
名思义就是地道的农家菜餐馆。记者中午来到安吉
县鲁家村丰泰家庭农场时，一些游客正在土灶台前
忙活着，亲身体验制作农家菜的乐趣。

黄昏时分，忙碌了一天的家庭农场主陈志琴终
于得空接受记者采访。陈志琴是安吉县天子湖镇
乌泥坑村人，有一天偶然经过鲁家村时，她看到一
片荒芜的田地无人耕种，感觉非常可惜。2013 年，
她在鲁家村承包 150 亩荒芜的土地种植时令蔬菜，
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2015 年安吉县大力发展
乡村休闲旅游农业，她认为鲁家村发展休闲旅游农
业的前景非常好，就继续投资，建设了土灶台和小
型儿童游乐场，形成了“蔬菜采摘+土灶+儿童游乐
场”为一体的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目前已经开始
盈利。

陈志琴说，农场的土灶台经营效益很好，来这里
就餐的游客需要提前预订。平时来这里的游客主要
来自安吉县及周边区域，双休日、节假日来自上海、
杭州的客人也很多。为吸引更多游客和回头客，她
打算扩大投资，把家庭农场打造成为一个集采摘、观
光、体验为一体的花园式旅游景点。

黄昏时分，记者来到鲁家村大路桥自
然村，一幢幢白墙黛瓦的二层小楼，配以
土黄色的院墙，显出几分古朴的韵味。一
些在村里打工的村民陆陆续续往家赶。
村民周兰英告诉记者，以前村里环境又
脏又乱，现在村里环境越来越好了。

大路桥自然村是鲁家村首批创建的
精品村。建设美丽乡村，改善村容村貌
是摆在 2011 年新当选鲁家村班子面前
的首要任务。当时安吉县正在美丽乡村
建设的基础上发展精品示范村，提升美
丽乡村建设的品质。村班子决定以创建
精品村为抓手，破解鲁家村发展的困局。

美丽乡村精品村怎么建？朱仁斌是
土生土长的鲁家村人，经商多年，有志于
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他说，鲁家
村发展起步晚，发展的路子不能再走传
统农村的点状发展、局部发展或者单一
优势产业，而是要立足全局，建设上整村
规划、产业上整村发展，实现跨越式发
展。村里请一家设计公司统一设计了村
庄规划、产业规划、环境提升规划。鲁家
村的村庄建设、产业布局和环境改善，严
格按照这张蓝图执行。

按照安吉县美丽乡村精品村创建标
准，鲁家村从 13 个自然村中选出鲁家溪
中心村和大路桥、干山坞、安山坞 3 个自
然村作为首批创建村。根据预算，创建
精品村需要 1700 万元资金。对于一个
当时负债 150 万元的村子来说，建设资
金从哪里来？

“我们统筹整合村里的各类资源，用
资金拼盘的方式解决了资金问题。”朱仁
斌说。

首先，盘活沉睡的土地资源。鲁家
村有一块 1000 平方米建设用地，他们
在这块地上建了 20 间三层村民联建商

住两用楼，通过出售出租获得 300 多万元。用这笔钱在村里
办公场所的原址上建了一幢新楼，除了三层作为村委办公用
房外，一层二层大部分用于店面出租，获得一笔不菲的租金收
入。拍卖闲置多年的村小学用地获得 186 万元。村集体流转
土地获得了 60 万元。其次，整合美丽乡村建设补助金和各项
涉农项目资金。安吉县乡两级政府对创建精品村合格的村
庄，每位村民补助 1700 元，全村 2100 人，共计补助 357 万元；
整合交通、水利、环保等农村项目建设资金三四百万元。再
次，用活村里的人才资源。村委聘请 20 位外出经商的村民作
为鲁家村美丽乡村创建的顾问，获得捐款 300万元。

在筹措资金的过程中，鲁家村美丽乡村创建工作稳步推
进。2011 年启动创建工作，修建了办公楼、篮球场，铺了水泥
路，路面实现亮化、绿化；安装了自来水，每个自然村都建了化
粪池和污水处理池，为每家每户修建了围墙，村容村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 4 个自然村就通过了安吉县精品村严
格的考核。在精品村的示范带动下，其他 9 个自然村也纷纷
要求创建精品村。从“要我建”转变为“我要建”，鲁家村仅仅
用了一年时间。

从 2012 年开始，鲁家村开始精品村创建扩面工作，每年
选出 3 个自然村参加创建。为进一步调动村民积极性，村委
除了给予每个自然村每位村民 1700元的政府补助外，村集体
又给予 500元的额外补贴。精品村创建的实施主体由村委转
为村民小组，村委派干部指导。每个自然村要统一设计，设计
费由村民小组出。村民的主动参与加快了精品村创建的速
度。到 2015年，鲁家村实现了中国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创建
目标。

美丽乡村建设没有止境。从 2015年起，安吉县在开展精
品村创建的基础上，每年投入财政资金近亿元，整体布局、梯
度推进、连片提升精品观光线和观光区域。鲁家村作为安吉
县休闲观光的一部分，正在鲁家村全域建设“安吉鲁家”生态
农业观光区，全面提升村里的生态环境、人居环境和发展环
境，提升村子的美丽度和村民的幸福度，把鲁家村打造成为山
水美、生态美与人文美、精神美相得益彰的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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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贫 困 山 村 的 美 丽 蜕 变
——来自浙江安吉县递铺街道鲁家村的调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3月份，乍暖还寒。记者走进浙江北部山区

安吉县递铺街道鲁家村的中心村鲁溪村，映入眼

帘的是一座现代化三层办公楼，楼前一条新修的

公路沿着低丘缓坡穿村而过。路两边一幢幢二

层楼房布局整齐，村庄干净整洁，花团锦簇，远处

山上茂密的森林泛出浓浓绿意。

鲁家村从一个脏乱差的经济薄弱村蜕变为

一个开门就是花园，全村都是景区，农村、农民、

农场共富的中国美丽乡村样板村，仅仅用了五六

年时间。2011年到2016年，鲁家村村集体经常

性稳定收入从不足3万元增加到175万元，村集

体资产从不足30万元增加到9000万元左右，农

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9500元增加到32850元。

鲁家村党支部书记朱仁斌认为，村里敢于突

破农业农村发展中的瓶颈制约和制度障碍，通过

土地置换、项目资金整合、用政府投资撬动社会

资本、实行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等一系列创造性

的举措，有效解决了美丽乡村怎么建、钱从哪里

来、集体经济如何发展、农民收入如何增加等一

系列困扰农业农村发展的问题。这是鲁家村实

现蜕变的根本原因。

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是农民致
富。农民收入怎么增加？这是鲁家
村面临的又一问题。

为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增加
农民收入，鲁家村探索建立了“公司+
村+农场”的发展机制，村统筹土地
资源招引农场主入驻，公司投资公
共设施负责具体运营，农场主自主
建设不得偏离总体规划要求。2014
年鲁家村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
作制改革，原村经济合作社转为股
份经济合作社，社员自动转为股
东。2015 年 1 月份，鲁家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建立了安吉乡土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持有乡土部分股份，其余
股份寻求与实力雄厚的旅游经营公
司合作。之后，又成立安吉浙北灵
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分公司，负责鲁
家村的旅游业务；成立鲁家村乡村培
训有限公司，提供培训服务。

据了解，鲁家村3家公司注册资
本共计 4600万元，村里将上级部门
项目投资 3000 万元和美丽乡村建
设补助资金 1100 万元全部转化为
资本，并且从银行贷款 1500 万元，
用这些钱撬动了几十亿元的社会资

本。通过市场化运作，鲁家村集体
经济发展走上了快速发展轨道。鲁
家村休闲观光园将于今年10月1日
开园，预计每年收入 600 万元，分红
将成为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除了分红这种潜在的收入，鲁家
村村民增收渠道也拓宽了。首先，土
地租金成为鲁家村村民收入来源之
一。农户把土地流转给家庭农场，平
均每户每年土地租金约为 8000元，
而且租金每年随着国家稻谷收购价
格同比上浮。其次，村民工资性收入
增加了。鲁家村项目建设完成并运
营后预计将直接产生超过 300 个工
作岗位，间接产生的岗位超过 1000
个，每年为当地村民增加工资收入超
过 3000万元。再次，村民财产性收
入增加了。旅游将是鲁家村主要的
支柱产业之一，村民在旅游区中利用
自己的住房开设民宿、农家乐，全村
预计收入可达1000万元。

大路桥自然村村民徐美菊说，
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现在这样的
好生活。她的两个女儿都在外地工
作，她和丈夫经常在村里打打短工，
一年收入近 2 万元；家里十几亩林

地和茶山，每年收入三四万元。由
于家里 1.2 亩农田被政府征用，她
每月有 1500 元的养老金。作为鲁
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股民”，未
来她还会有股份分红。

随着鲁家村经济发展形势向
好，村里返乡创业的年轻人越来越
多。记者在采访时看到，村里有很
多新建或者在建现代感十足的二层
小楼。朱仁斌说，这些基本都是村
民回村投资建造的，准备发展农家
乐和民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
创业，将为鲁家村后续发展提供源
源不断的动力。”朱仁斌说。

目前，鲁家村通过美丽乡村建
设，已经建立起一个农村创新创业
的生态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资
金流、物流和人流，在农村、农场、农
民高度融合之中实现农村振兴、农
业提升、农民富裕。不过，鲁家村在
发展中还存在着农村建设用地供应
不足，农业经营人才、技术人才短缺
等一系列问题，希望有关部门能够
真正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有关精
神，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更多
政策支持。

美丽乡村建设好了，村集体经
济如何发展，才能彻底打破美丽乡
村负债经营的局面，实现美丽乡村
的长效管理呢？这是鲁家村面临的
又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鲁家村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
没有资源和产业，但有近 10000 亩
比较好的低丘缓坡，非常适合发展
现代农业；有毛竹林面积 8000 亩，
还有一些从事野猪、山羊养殖和茶
叶、铁皮石斛种植的小型农场。这
些是鲁家村赖以发展的产业基础。
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家
庭农场，并且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
投入农业农村。村里决定把家庭农
场培育为村里的支柱产业，因地制
宜建设 18 个家庭农场，形成家庭农
场聚集区，以家庭农场为龙头带动
休闲观光业发展。

有了创意，没有资本，家庭农场
就无从发展。村里决定以家庭农场
为平台吸引工商资本下乡投资，用
资本带动创业。2015 年 1 月份鲁
家村启动招商工作，朱仁斌请人制
作了一份精美的鲁家村家庭农场展
示幻灯片，提着一台电脑，到处向投
资商宣传鲁家村家庭农场的美好理

念。他的美好愿景打动并吸引了很
多投资商。到 2016 年 4 月份，家庭
农场的招商引资任务就完成了。

朱仁斌介绍，他们一边招商，一
边建设家庭农场。在建设中充分考
虑鲁家村地势、气候等环境要素和
农场主自身专业领域，实行差异化
发展，有蔬菜农场、果园农场、红山
楂农场、万竹农场、野猪农场等，每
个农场规模在 100 亩至 300 亩之
间。农场不准搭建围栏，不准建大
型停车场，确保鲁家村形成一个大
景区。这些家庭农场在农产品外还
拓展了休闲观光等第三产业，其中
葫芦农场、红山楂农场、万竹农场、
葡萄农场等农场建设的木屋吊脚楼
最为突出，野猪农场、蔬菜农场发展
土灶，桃花农场经营私厨和复古风
格民宿。串连起 18 个农场的观光
小火车也成为鲁家村旅游区一道独
特的风景。

记者到达野猪家庭农场时，农
场主左伟伟正在给几只关在铁笼子
里的大型犬喂食。他是鲁家村人，
2000 年从部队复员后在安吉县城
建了一个卡车修理厂。作为一名阿
根廷杜高犬的爱好者，他看到城里

养这种大型犬的人越来越多，需要
通过野猪来锻炼杜高犬的烈性。
2015 年，他回村投资野猪家庭农
场，为全国各地的阿根廷杜高犬提
供野性测试及代养服务。2016 年
他的农场就被阿根廷杜高犬俱乐部
授予江浙沪杜高犬烈性测试基地。
去年举办了 3 次测试，今年计划每
季度举行一次。为解决杜高犬爱好
者的食宿需求，他开办了野猪农场
土灶，未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
将发展民宿。

目前鲁家村已经形成资本聚集
的“洼地效应”。随着工商资本的落
地，金融资本也相继流入鲁家村，每
个农场都获得了本地银行支持，更吸
引着一大批投资者。截至目前，鲁家
村已经吸引到十几亿元的社会资本，
深圳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投资3.4亿元
的花海世界、上海颐久药业投资2亿
元的中药农场、爱伦巴巴房车文化俱
乐部投资1亿元的房车营地、杭州房
桥科技项目投资10亿元的养老项目
也将落地。现在，每天来这里考察的
投资者仍然络绎不绝。

朱仁斌说，鲁家村现在已经实
现了由“招商”向“选商”的跨越。

统筹各类资金

﹃
要我建

﹄
变
﹃
我要建

﹄

股份合作有保障“农民”变“股民”

以家庭农场为平台“招商”变“选商”

村子强不强

要看

﹃
领头羊

﹄

博

雅

农家土灶台 游人乐开怀
本报记者 刘 慧

图图①① 鲁家村大路桥自然村村口矗立着的鲁家村大路桥自然村村口矗立着的““鲁家村鲁家村””标识标识。。

图图②② 鲁家村大路桥自然村村民徐美菊向记者介绍家里的情鲁家村大路桥自然村村民徐美菊向记者介绍家里的情

况况。。她和老伴在村里每年打工收入近她和老伴在村里每年打工收入近 22万元万元。。

图图③③ 鲁家村修建了柏油路鲁家村修建了柏油路，，还为每家每户村民修建了院墙还为每家每户村民修建了院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慧慧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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