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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富路上

援疆手记援疆手记

———宁波滕头村—宁波滕头村、、库车甬库振兴村的共同富裕实践库车甬库振兴村的共同富裕实践

滕头村地处奉化，紧邻剡溪江。近年来，该村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立体农业和“碧水、蓝天”绿

化工程，相继获得首批全国文明村、全国生态示范

区和首批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等数十项国家级荣

誉。同时，依托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滕头集团公司

发展成全国领先的大规模、高利税总额乡镇企业，

滕头村也成为全国最富裕的村子之一，去年实现社

会生产总值122.9亿元，人均收入达6.9万元。

甬库振兴村，即乌恰一村，隶属于新疆阿克苏

地区库车市乌恰镇，地处库车南部，靠近有着“中

国最美公路”之称的独库公路，距离库车市中心仅

15分钟车程。2019年底，库车市脱贫攻坚战基本

取得全面胜利，乌恰一村也自此迈向共同富裕新征

程。去年，该村集体收入约62万元。

如今，遥隔数千公里的两座村庄，在推进共同

富裕的伟大号召下走到一起，向着共同的目标奋楫

前行。

12月8日下午，新疆库车市乌恰镇甬库振兴村书记阿布力克木·克日
木接到了来自宁波滕头乡村振兴学院的电话：“我们计划近期开展一次视
频连线，你觉得可行吗？”来自数千公里外友村的邀请，让阿布力克木·
克日木兴奋不已。

投石入潭，激起涟漪阵阵。

“还可以布局哪些产业带动经济发展？”“怎么平衡本地游客与外地游
客的观光、消费需求？”“如何让游客留下来？”借着视频连线的机会，村
干部、援疆干部和村民热络地展开讨论，把过去一年村子建设的痛点、
难点尽数罗列，找寻破题的答案。

甬江潮起，浩渺烟波连龟兹，双村协奏共富歌。

定调 以“集体”为纲

坐落在天山脚下的新疆库车市乌恰镇乌恰一村，曾
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村庄：道路上积尘翻滚，农家院
里废品堆叠，摩托车的轰鸣声由近及远，挥洒着塞外风情
的粗犷与野性。

如今，这个村子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甬库振兴村，
带点江南水乡的婉约，洋溢着蓬勃向上的精气神。

2019 年 12 月，宁波第十批援疆干部接过重担，开启
了新一轮对口支援工作。他们带来了资金和项目，还带来
了中国十大名村之一——奉化滕头村的乡村振兴实践经
验。自此，这座库车市外的小村，与隔着千山万水的宁波
血脉相连。

“初见乌恰一村时，就像看到了滕头村的过去。”滕头
村党委第一支部书记傅德明说。

“田不平，路不平，亩产只有二百零，有囡不嫁滕头
村”，是几十年前滕头村的真实写照。可如今，这个村在人
均不到一亩的可耕土地里发展立体农业、生态农业，苗圃
产业遍布全国，服装销路远达海外，新能源、新材料等高
科技产业也在这里拔节生长。

“其中主因，就是认准了‘发展集体经济’这一方向，从
出现互助组、合作社到建立起土地集体所有制，恪勤坚守，
始终不渝。”当代文学家、学者王宏甲一语道破其中决窍。

借鉴乡村振兴的“滕头经验”，甬库振兴村同样以村
集体合作社的形式，化零为整，带动一二三产业携手阔步
前行。目前，华能物流园、坚果乐园、创业就业园、公共服
务中心等一批乡村产业新业态已初露峥嵘。岁末年初的
土地分红，是当地农民一年辛劳后最丰厚的回报。

“把村子里的土地集合起来，通过成立股份经济合
作社及下属甬库经济文化公司，推动全村上下统一规
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紧紧拧成一股绳，向着共同
富裕的目标进发！”宁波市援疆指挥部相关负责人道出
了其中精髓。

谱曲 化“输血”为“造血”

“一路跟到底，一犁耕到头。”
这是滕头村党委书记傅平均的口头禅。前半句讲

的是滕头人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后半句讲的
是全体村民发扬“老黄牛”精神，依靠自己的奋斗创造
美好生活。

化“输血”为“造血”，这也正是宁波援建甬库振兴
村的终极目标。

来到甬库振兴村村头，以河姆渡文化双鸟舁日纹
牙雕为原型的门楼伫立在晴空下。沿着主干道前行，广
场平旷、屋舍俨然。行至深处，一湾明湖倒映着蓝天，农
家小院白墙上绘着水墨江南，身着民族服饰的维吾尔
族姑娘穿行其间，一派塞外江南的独特韵味。

靠近独库公路、距离库车市中心仅 15 分钟车程，甬
库振兴村看似占尽区位优势，但村书记阿布力克木心
里清楚，想要真正实现“造血”，这些还远远不够。

如何真正扎牢致富之根？滕头村有经验！从传统工
业到三产并进、融合发展，滕头村把“无工不富”的逻辑
演绎到极致。工业起步，生态转型，反哺农业——去年，
滕头村实现社会生产总值 122.9 亿元，人均收入达到 6.9
万元。

珠玉在前，甬库振兴村的改革大刀阔斧——
农民将土地以入股的方式交予合作社统一运营，

种上了经济效益更高的“甬甜 5 号”和“甬甜 7 号”甜瓜，
一年增收近百万元。

为了提升坚果乐园、核桃加工厂等项目的发展质
量，甬库振兴村引进了一体化生产线，有望形成从生产
到包装、再到产地直发的现代产业体系。

此外，甬库振兴村还将视线瞄准了时下火热的乡村
旅游，引进 9D 影院、TOM 猫主题亲子乐园，开发中华传
统文化研学营地、明湖水上游玩项目，计划以“周末经济”
为“卖点”，更有针对性地打造乡村旅游金名片。

奏乐 接力以进一路高歌

上个世纪，滕头村不到 800 亩的耕地，零散分为 1200
多块。由于地势低洼，一场大雨就能淹了大部分庄稼。

在村第一任书记的带领下，滕头村通过 15 年的艰
苦奋斗，改土造田，硬是把全村土地改成了 200 块大小
一致的规整田地。

何谓改天？从此不再靠天吃饭，就是改了天。一
种流淌在血液中的集体主义精神，促成了滕头村在数
十年间改头换面、一路高歌。

如今，这根接力棒交到了甬库振兴村手里。
“口袋富了不算富，脑袋口袋一起富，才是真正的

富。”滕头村党委书记傅平均送去寄语。
一条深远的葡萄长廊辅以墙绘，将中华传统优秀

文化融入村民生活；夜间，跌宕起伏的音乐喷泉，让
村民在民族音乐、经典红歌和黄梅戏中浸润灵魂；村
文化礼堂里，还有村民“挑灯夜读”，丰富自己的“国
语储备”⋯⋯

“之前村里没有太多休闲娱乐的地方，天一黑，我
们就早早睡觉了。如今村里无所事事的人少了，广场
既开阔又热闹，夜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维吾尔族姑
娘迪力努尔·艾买尔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在她身
旁，还有不少心灵手巧的姑娘聚在一起，制作具有民
族特色的手工艺品，从朋友圈热销至全国。

“看见了致富的盼头，农民特别高兴，干劲也更足
了！”眼见着村里的民居靓起来，村里的氛围活起来，
无论是援疆干部还是当地干部，都倍感自豪。

仿佛春风化雨，共同富裕的绿芽，正星星点点在
南疆腹地上抽枝展叶。

“我们将把甬库振兴村打造成为乡村振兴样板工
程、文化润疆示范工程、团结稳疆民心工程、富民兴
疆标杆工程。这根接力棒，我们会坚定不移地传下
去。”宁波市援疆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话语铿锵。

清 晨 5 时 的 滕 头 村 ， 晨 曦 微
露，寒风凛冽。傅海丰早早出门，
前往约 6 公里外的溪岙村，那里的
山岭之间，有一座属于他的养猪
场。这条连接两个村庄的道路，也
是傅海丰在不惑之年起步，蹚出的
一条致富路。

2008 年，傅海丰 39 岁。当时的
他已经历多年打工生涯，曾在滕头
畜牧场管理过生产，对这一行的专
业技术和经营思路有了基本认识。

“要不要出来单干？”傅海丰暗下决
心，要建一座自己的养猪场。

当 时 ， 养 殖 业 恰 逢 市 场 需 求
旺、准入门槛低、政策红利多的黄
金期，傅海丰凭着一股想致富的劲
头，精心挑选厂址，迅速抢得先发
优势，不断扩大养猪规模，漂亮地
完成了从“打工人”到“经营者”
的身份转变。

此时，新的抉择又出现在傅海
丰面前。在乡邻的支持下，他成功
当选为村委会常务副主任。社会治
安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疫情防控
⋯⋯这些事关乡村建设和村民生活
的关键领域，都有他奋斗的身影，致
使养猪场的经营分身乏术。

“干脆找个职业经理人！”压力
之下，傅海丰琢磨出了办法，向村子
外的专业人才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职业经理人的加入，为企业的
快速发展插上了翅膀。如今，傅海
丰的养猪场产量达到每年 5000 头，
近两年发展规模持续扩大、经营效
益不断提升。随着滕头村实施“碧
水、蓝天”绿化工程的进程不断加
速，傅海丰与合作伙伴决定加大环
保改造力度，投入 100 万元采购污
水处理设备，“虽然每斤猪肉的成
本提高了五毛钱，但企业有了可持

续发展的底气。”
“一家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

算富。”“滕头没有贫困户、暴发户，
家家都是小康户、富裕户。”这两句
话在滕头村流传甚广、妇孺皆知。包
括傅海丰在内的一批批有想法、有
能力的村民，就是在这种精神的鼓
舞下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敢想敢
拼争得先机，思路灵活合作共赢，这
是我的‘生意经’，也是每一位农村
创业者、企业家都能尝试的致富之
道。”傅海丰说。

傅海丰：
蹚出传统产业共富路

奶油核桃、小白杏干、玫瑰花酱、
冰糖心苹果⋯⋯库车市古嗨迩园干
果经营部里，满满都是新疆味道。

今年 41 岁的阿不来提·吐尔地
来自甬库振兴村。如今，他在村里牵
头成立的坚果合作社产销两旺，位
于库车市中心的干果经营部，则成
了他叩开全国市场、带领村民增收致
富的桥头堡。

“明年的目标——开一家加盟
店，对合作社厂房、仓库进行改造扩
容，扩大产能！”时值岁末，阿不来提对
即将到来的新年已经有了新规划，“同
时，我们还打算拓展线上销售渠道，把
淘宝店开起来，把抖音、快手直播平台
用起来，也让更多村民加入进来！”

干果销售向来是库车市乃至全
疆的热门产业，阿不来提率先嗅到

了其中的致富契机。
阿不来提告诉记者，经过 5 年的

经营，如今合作社已吸纳了 38 名甬
库振兴村村民，每月可为他们增收
3000 元左右。此外，村里生产的桑葚
干、桑葚汁、杏仁和馕等，也成为阿
不来提优先采购的特色产品。

“现在，我们店的名气已经打出
去了！除了干果、食品外，我们还销
售手工艺品、民族乐器等，每天有上
百件货发往全国各地。”阿不来提一
家人自豪地告诉记者，目前，他家位
于库车市中心的干果经营部，日营
业额在 1 万元以上，若是遇上节假日
和夏季旅游高峰，一车车游客来到
库车，一份份礼盒飞向大江南北，日
营业额甚至有八九万元。

随着甬库振兴村的村容村貌日

益提升，阿不来提真切感受到了生
活的变化：“在宁波朋友的帮助下，
我们村民的生活变充实了，生活条
件也好了不少。像我们这样的创业
者，村里还提供政策上的优惠和支
持，帮我们平稳度过了创业的起步
期。我们会尽力为村子的发展作出
贡献，也欢迎宁波朋友多来库车，感
受新疆风情！”

阿不来提：
让“新疆味道”香飘四方

滕头村

犹记初到新疆库车，受到疫情影响的我们
进行了集中隔离，隔离结束那天，还未到达指
挥部寝室，就被项目组叫去调研现场，自此开
始了美妙的援疆时光，同时也奠定了我的援疆
总基调：“忙碌充实，幸福成长”。

面对变幻的疫情、前后方的政策差异，对
于身负重大项目建设任务的我来说，使命在
肩、压力如山。现代农业科创中心、库车市应
麟幼儿园、甬库振兴村乡村振兴示范基地、库
车市技工学校，总计5个大项20多个小项，都
需要充分和当地实施部门、主管部门沟通协
调，保质保量推进完成。

甬库振兴村乡村振兴示范基地，是宁波市
援疆指挥部重点实施的乡村振兴项目。作为项
目负责人之一的我，从项目一开始就与当地相
关部门对接，和实施单位一起，从批地、确定
方案到立项、审图，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完成
了基础设施建设。现在的村里，面貌焕然一
新，原来的村道泥路，铺上了地砖、浇上了沥
青，变得整洁干净了，每家每户院子里种满了
五颜六色的鲜花，打理得十分干净漂亮。每次
去工地，农户都会招呼我到家里品尝瓜果，每
次都会发自肺腑地感谢我们为村庄变化所作的
贡献。阿散·塔什家的小孙女，每次看到我就
会高兴地跑过来，围着我转圈。看着小女孩脸
上的笑容，我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

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大漠戈壁，我带着期待
来到库车，立足当地实际，发挥着自身的技术
优势。同时感受着淳朴的民风，见证了民族团
结的亲情，在手机中留下了许多美景，期待着
库车的未来更美好。

宁波市援疆指挥部产业合作 （项目监管
组） 副组长 毛国波

章波：甬库文化园负责人 董幼芬：滕头旅游公司办公室主任

怎么让当地村民和景区发展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乡村旅游最好的状态，就是“村在景中、景在村中”。这不仅仅是地域概念，而是
要让村民真正成为乡村旅游的主人翁。可以根据村子的资源禀赋，对吃、住、行、
游、购、娱等乡村旅游板块进行科学的调整布局，委托专业运营团队统一管理或由村
子自主运营，发掘和鼓励有一技之长的村民参与进来，开餐馆、建民宿、组织体验活
动，实现景区发展与村民增收同步，逐步实现深入融合。

如何兼顾本地游客和外地游客的需求，让他们走得进来、
留得下来？

首先，要明确外地游客和本地游客之间的权重比，分析景区的主要客源市场，研
究主力客群的喜好和消费能力，从而对旅游产品进行精准分类，推出不同定位的旅游
线路套餐组合，切实满足消费需求。

游客的来源各有不同，但核心需求是相似的。可以把注意力放到景区小品建设
上，譬如设计一批网红打卡点，加入一些短平快的旅游体验项目，营造一种沉浸式旅
游的氛围，让游客走得进来、留得下来。

目前，甬库振兴村在文创产品研发、设计、制作、包装等方面的能
力依旧不足，有没有什么好的发展思路和经验？

在打造一款文创产品的过程中，设计和制作一定要区分开来。可以先从前期工作入
手，根据村子的历史沿革、发展特色讲好故事，增强历史感和文化色彩，从而设计出一
款有代表性的文创 LOGO、图形符号或特色人偶，锚定整个创意链条。以此为基础，寻
找专业的制作公司落实制作，寻找专业的宣传团队开展推广，让广大游客理解产品的创
意设计和背后的文化底蕴。只有实现了设计、制作、宣传各个环节的配合联动，才能赋
予文创产品强大的生命力。

章波

董幼芬

滕头与乌恰一村，既是远亲，更
是近邻。远亲是物理空间，近邻是心
灵距离。一条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
新赛道，把两个村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甬库携手，同频共振，这里的关
键是精准赋能。

精准赋能为什么？

中国乡村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
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精准扶贫。进入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阶段以后，“精
准”依然不可或缺，只不过作用的对
象发生了变化。滕乌两村把“精准”
定位在“动能”，这就抓住了事物的
本质，抓住了主要矛盾。

精准赋能干什么？

滕乌两村从实际出发，把精准
赋能的重点放在集体、产业和村民
三个方面。

赋能集体，塑造新型集体经
济。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集体与市场
经济的有机结合，通过“村集体+
公司+村民”这种新组织、新机
制，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保证村集体经济
和农民收入稳定、持续增长。

赋能产业，塑造现代乡村产
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化、工
业化、信息化的有机结合。融合化，
把一二三产业融合在一起，发展现
代农业服务业；工业化，既要以工业
理念发展农业，又要以工业项目变
现资产，以工兴农；信息化，加快乡

村数字化改造，实现产业数字化、治
理数字化、生活数字化。

赋能村民，塑造未来农村居
民 。 它 最 大 的 特 点 是 党 建 统 领 ，

“ 四 治 ” 融 合 。 全 面 提 升 村 民 素
质，丰富村民生活，打造一支爱农
村、爱农民、懂三农的创业创新队
伍，打造一个宜居宜业、向上向
善、富余富足的美好生活场景。

精准赋能怎么干？

从目前来看，滕乌两村，一个
是领先村，一个是提升村。发展程
度不同，赋能重点也不同。滕头的
重点是扩能、蓄能、升能，让自己
的动能不断地升级、强大；乌恰一
村的重点是接能、用能、融能，不
断地变外能为内能。两者互相激
荡，共同生长。

（滕 头 乡 村 振 兴 学 院 智 库 专
家 谢正法）

精准赋能是关键

滕头村牵手甬库振兴村，协奏
共富歌，成就了一段佳话。要让共富
之路越走越宽，就要把握好“滕头经
验”的关键，而这对于其他追求共同
富裕的村庄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坚守共富初心。当年的滕头村
面对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的局面，坚
定地走上了发展集体经济、村民共
同富裕的道路，始终把共富作为发
展的初衷。如今的滕头已经是全国
最富裕的村子之一，在带动本村村
民实现共富之后，又成立乡村振兴
学院，手把手地将自己的发展经验
传授给其他乡村，这正是滕头不忘
共富初心的生动演绎，也在更高层

次上诠释了共富的内涵。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富

的主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
要保证。”滕头村通过发展集体经济，
把分散的土地、人力、旅游等各种资
源要素整合起来，通过规模化、产业
化运作，发挥了更大的经济效益；而
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又为村民的住
房、医疗、养老、文化服务等提供了雄
厚的保障，也进一步增强了滕头村党
组织的威信，凝聚了人心，从而实现
了更高水平的共富。这些经验在资源
条件相似的甬库振兴村得以复制，
华能物流园、坚果乐园等一批乡村

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实现了援建从
“输血”到“造血”的转化。

创新是共富的“钥匙”。总结滕
头村的发展经验，注重创新的特点
非常鲜明。创新发展理念，始终坚持
走发展集体经济、共同富裕道路；创
新发展思路，把生态环境作为第一
生产力，从发展乡村旅游跃升为国
家 5A 级景区；创新发展模式，在大
力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无中生
有”地发展了服装等时尚产业以及
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三产
并进、融合发展，真正扎牢了致富之
根。甬库振兴村要在共富路上走得
更快更远，也必须下力气把创新这
篇文章做好。

（宁 波 市 政 府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吴红艳）

让共富之路越走越宽

共富观察

聚智协奏共富歌

滕头村村貌滕头村村貌。。 （（钟水军钟水军 摄摄））

甬库振兴村村貌甬库振兴村村貌。。 （（宁波市援疆指挥部宁波市援疆指挥部 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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