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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不借马塘人，有女不嫁马

塘郎”，昔日的“瘦马塘”如今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年收入从

1980 年的不足 170 元，到现在人均
年纯收入 25000元。福建省厦门市马
塘村从“瘦弱”到“强壮”、从小到大

的发展历程，其背后最大的财力支

撑既不是政府财政，也不是侨资、外

资，而是银鹭集团这家全国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重中之

重”的战略定位，提出“四化同步”、

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是对解决

“三农”问题路径的顶层设计，也是

我们党关于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的科学思考。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初，以村支部书记陈清渊为核心的

马塘村两委班子就已经清醒地认识

到，要想脱贫，就必须寻找一条适合

本地发展的路子。可以说，近 20年
以来，特别是十七大以来马塘村的

快速发展，正是对十七大“推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精神的具体践行。

“从瘦到强”
马塘村的时代变迁

尽管仍然叫村，但毋庸置疑，地处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境内的马

塘村，实际上已是一个设施齐全、功能

完备、人口不断集聚的现代化工业园。

短短 20几年，马塘村闯出了一条“以
工促农、共同致富”的崭新道路，2011
年，马塘村实现社会总产值突破 100
亿元，缴纳税费突破 8亿元。这都是马
塘村党组织在“建设大马塘”上做文

章，加大招商力度，进一步完善园区各

项建设，筑巢引凤的结果。

在陈清渊等人的带领下，以工

业园区建设，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成

功塑造了改革开放第一批“全国文

明村———马塘村”的银鹭集团；秉承

着“建设一个园区，带动一片农村城

镇化”精神，遵循“以工哺农、以工促

农”方针，乘着厦门市跨越式发展的

春风，提出“大力推进科技园区发

展，建设最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

化百亿新村”战略目标。20 多年来，
马塘村人与时俱进，大力开展“致富

思源，富而思进”活动，在全村人民

的共同努力下，1995 年马塘村被评
为“全国乡镇企业环境保护先进单

位”；1996 年被评为厦门市“亿元
村”、“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村”；

1997年被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
织”；1998 年 6月被中组部授予“全
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先进党支

部”；1999 年、2005 年分别被中央文
明委授予“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

先进单位”和“全国文明村镇”。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以陈清

渊为首的马塘村党总支充分发挥

“敢为人先”的精神，带领党员、群

众，艰苦创业勇闯富路，广大党员不

畏艰难，勇担风险带头投资创业，走

出一条以厂带村、以富养农、共同致

富奔小康之路。在具体实践中，马塘

村两委班子始终按照“高标准、高起

点、高层次、高质量、高速度”的要求

进行农村建设，做到了“超前规划、

分步实施、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坚

持适度超前的科学规划。

马塘村是龙眼的主要产地，水

果资源丰富，根据这一特点，他们在

1985年创办了当时全区第一家村办
罐头厂———新圩兴华罐头厂。因为

当时交通条件比较落后，大量水果

运不出去，罐头制品有较长的保质

期，利于运输；还有一个方面是因为

罐头厂行业门槛低，容易在资金、技

术等创业条件薄弱的情况下进入。

1990 年，马塘人在兴华罐头厂
的基础上创办了中外合资厦门同茂

食品罐头有限公司，并逐年增资扩

产，成为了带动全村经济发展的支

柱。此后，马塘村还与新加坡华侨、

港台外商合资兴办了厦门兴茂矿泉

饮料有限公司、厦门银鹭食品有限

公司等一系列企业，并在 2000年组
建成立了厦门银鹭集团。通过 20年
的努力，打下坚实基础，将昔日灯不

明、路不通、水奇缺的穷马塘，就这

样变成了水、电、路基础设施完善，

投资环境良好的银鹭高科技园区。

银鹭园区是随着银鹭集团的不

断发展壮大，而自发形成了具有比较

完整产业链、较具生产规模的集中连

片的综合工业园区，并经厦门市委、

市政府确定为以食品饮料生产、农副

产品深加工为主的特色工业区。银鹭

园区规划建设总面积约 12.22 平方
公里，该园区于 2000年 2月经国家
农业部批准命名为首批“全国乡镇企

业科技园”；2001年被福建省乡镇企
业管理局认定为“省级乡镇企业工业

园区建设基地”，并于 2001—2003年
连续三年荣获“省级工业园区建设先

进单位”。2011年，园区累计固定资
产投资突破 40亿元，园区企业实现
工业产值突破 100亿元，上缴各项税
费近 8亿元。力争到 2020年，园区开
发面积达 10平方公里，力争实现总
投资 100亿元，年产值 200亿元，创
税突破 20亿元。

目前，以银鹭集团为主体的园区

企业已基本完成约 2000亩土地的建
设开发任务，兴建起工业厂房及办

公、生活配套设施近 40万平方米；建
设了较为完善的自来水厂、污水处理

厂、道路、给排水、供电、通信等基础

设施。迄今，银鹭园区已吸纳了国内

外 10 多家较具规模工业企业落户，
解决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 6000多人
就业，直接或间接带动厦门市同安、

翔安两区农村经济的稳定繁荣发展。

“由土变金”
农民获利更多

土地是农民的生存基础，在农

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征

用以后，如何给失去土地的农民提

供一个长效的生存保障是首要考虑

的问题。马塘村在这方面采取的第

一项措施就是以“部分经济补偿、部

分土地转化为村部发展基金”的方

式，在土地征用时，征地款一部分直

接补偿给村民，另一部分征地款转

化为村部发展基金。以村部发展基

金投资餐饮业、服务业、建筑业等工

业建设配套的第三产业，从而保障

土地被征用后的农民有一个长效的

收入。在这样的机制下，农民土地被

征用并非失地，而是将土地由农用

转为非农用，不但获利更多，而且对

吸收本村的富余劳动力十分有利。

“由农变工”
劳动力提升

农民土地被征用后，如何解决

富余劳动力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国的农民普遍存在文化水平低、

没有技术专长的问题，只能从事技

术含量低的劳务工作。马塘村在解

决这方面问题时根据村民的不同情

况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首先，银鹭

集团免费对村里的青壮年劳力进行

技能知识培训，合格者优先录取到

工厂，使其从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变，

实现了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经过技

能培训后的村民，全部分类吸收为

银鹭集团属下各企业的技术工、管

理人员、工人、勤杂人员、建筑施工

人员或绿化员、保洁员。马塘村全村

劳力实现了充分就业，全村农民人

均年纯收入 25000 元，其中 90豫以
上来自银鹭集团与其相关产业。如

今，银鹭集团举办的技能培训辐射

到了周边村镇，仅今年以来就举办

40多期各类技能培训班，培训受益
的农村劳动力达 1260 人。其次，对
于有创业精神的村民，银鹭集团积

极辅助，鼓励村民闯市场，多渠道发

展经济。

在奔小康的道路上，银鹭集团

配合马塘村党总支开展“双带双

创”活动，号召干部党员“先富带后

富，走共同致富道路”，开展包户扶

贫，决不让一个村民掉队。通过加

强先富帮后富的工作力度，增加了

村民的经济收入，确保了经济相对

薄弱的村民人均年收入也能达到

8000 元以上，保证了老年人每月
200 元的养老金和全村村民的合作
医疗保险，实现了共同致富再上一

个新台阶。

“由村变城”
改变原始经营模式

工业化的进程中，很多地方因

为没有将工业化建设与农村城镇化

建设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出现“城市

包围农村”现象，使农村城镇化建设

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使得“城中

村”变成一个脏、乱、差的地区。不仅

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留下隐患，给

城市整体建设带来新问题，在企业

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还制约企业的发

展。

1996 年，银鹭集团领导即马塘
村干部就提出“以工兴农，推进农村

城镇化”战略构想，提出建设“厦门

第一村”目标。开始着手推进农村城

镇化工程，经过科学规划，按“民房

别墅化、道路水泥化、通讯程控化、

用水自来化、照明电气化、厕所卫生

化、环境园林化”的“七化”标准建设

马塘村，将村庄建设与整个工业园

区的建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工

业的发展促进农业的发展、以农村

的发展支持工业的发展，相互促进，

达成共赢局面，从而也彻底改变了

原始的农业经营模式。

“由旧变新”
提升精神物资生活

农村社会公共事业远远落后于

城市，其主要因素就是没有资金来

源。因此，新村的建设一直是银鹭集

团扶助马塘村的重点，投入也相当

的多。早在 2006 年年底，银鹭集团
即着手马塘村新建设用地的三通一

平工作，至 2007 年 6 月份，银鹭集
团支持马塘村完成整地、绿化面积

达 100 多亩，新修道路 2.5 公里，新
埋设电信、供电、给水（含灌溉用

水）、排水、排污、综合管网 6.4公里，
新砌筑挡土墙 910m3，基本形成新农
村建设用地雏形，基础设施改造、建

设累计投资约 842 万元，目前已完
成投资约 200万元。此外，银鹭集团
还投资 40 万元支持马塘村水电安

装、运输和建筑等方面建设。

2006 年，福建开展“百龙联百
村·共建新农村”活动，组织福建 员缘园
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与建制村结对

共建，进一步发挥龙头企业在培育

主导产业、带动农业结构调整、促进

农民增收等方面的作用。银鹭集团

协同马塘村开展以改善人居环境为

突破口，以提高农民素质和生活质

量为根本，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精神充实、生态良好”为主要内容的

文明生态村创建活动，取得了显著

成效。其中在新村建设方面更是日

新月异，周边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持

续改善。

通过上述种种措施，让村民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了极大提高，

达到甚至超过部分城市居民生活水

平。

“由近变远”
实现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资

源环境瓶颈约束加剧，建设节约型

社会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

求，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节约型社

会的重要途径。马塘村在推进工业

化进程中，十分注重资源的再生利

用，将资源的再生利用作为推进工

业化与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必要条件

之一。

银鹭集团先后投入了 1500多万
元建设日处理污水 12000 吨的园区
污水处理厂及供排水、无害化公厕

等项目，把全村的污水全部纳入园

区污水处理厂，实现生活污水集中

处理率达到 100豫，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达 100%，自来水入户率达
100豫；全村配有专门的环卫队员、花
草管理人员，全天候保持美化和净

化环境。科学地将工业园区和村庄

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形成资源循环

可再生利用机制，促进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我国农村城镇化的进程落后于

工业化，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将工业

化发展与推进农村城镇化有机结合

在一起。对于“二元分割”已久的中

国而言，马塘经验的核心意义在于：

1、以工哺农、共同富裕；2、走自己的
品牌之路；3、体制创新，由企业自主
开发工业园区；4、致力于园区开发，
带动振兴一方经济。

通过多年的努力，银鹭高科技

园区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

和较具规模的集中连片式综合工业

园区，实现了“建设一个园区，带动

一片农村城镇化”的目标。未来，马

塘村人将在现有基础上，通过建设

银鹭科技园区的服务社区，加快小

城镇建设。进一步规划、建设马塘新

村新区的别墅群、农业休闲旅游项

目“森林人家”和科技园区的第三产

业服务配套设施，完善新村基础设

施建设，使马塘村新村规模扩大，再

上新台阶。未来几年，马塘村将以扩

大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为目标，加快

招商引资步伐，增强园区发展后劲，

努力成为一个集现代工业、农业观

光、民俗风情、别墅山庄为一体的新

农村。

在陈清渊领导下的马塘人，将

农村城镇化建设和园区工业化进程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走出了一条“以

农业工业化，推进农村城镇化”的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路，也为我国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宝贵的

经验。

以工哺农 银鹭与马塘村共舞 银鹭发展订单农业
建农业产业化龙头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这 10年，中国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历史
性成就，农业农村发展也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迎来了又一个黄

金期，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了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报告

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农业产业化组织快速成长，成为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重

要主体。目前，各类产业化组织带动全国 40%以上的农户从事
农业生产，带动各类生产基地规模占全国农业生产总规模的

60%以上，已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主体。龙头企业销售收入达
5.7万亿元，已成为农产品市场供应的重要主体。2002年以来，
龙头企业投入原料生产基地建设资金年均递增 23.8%，2011
年达到 3034亿元，已成为农业投入的重要主体。

近 20年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的 10年，银鹭集团以市场
为导向、以资源为依托、以效益为中心，壮“龙头”、建基地、拓

市场，走农业产业化经营之路，取得了显著成绩。公司创建了

“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农科教相结合”的产业化经营

体系。

从原来仅有 3万元启动资金的村办小作坊，到今天的福
建省最大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国内享有盛誉

的综合性大型企业集团，解密银鹭 20多年来的跨越式发展，
有一点至关重要。用马塘村及周边村村民的话说，就是：“银鹭

集团赚了钱为我们造福，是我们大家的‘民营集体企业’”。

从创业之初，银鹭集团董事长陈清渊及整个领导层就坚

持理清发展思路，找准方向，瞄准市场，结合区域产业优势，坚

持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紧抓农业产业化这一源头也成为银

鹭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和企业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源泉。近几

年来，集团以市场为源，科技为先，创新经营，建立基地，开拓

市场，建立了“市场垣公司垣科技园垣农户”的经营模式，走出了
一条“以工兴农，共同致富”的独具特色的订单农业之路，辐射

周边地区。

办厂初期，没有技术，村干部带着干粮到晋江、厦门等地

的罐头厂拜师请教，或请他们进厂指导；没有厂房，用竹片当

墙，篾板作顶，建起了简易厂房；没有水源，村党支部就带领村

民顶烈日，冒酷暑，早出晚归，从 12公里外的古宅水库埋设地
下管道，把水引到马塘来，解决了工业用水问题；没有道路，就

以一亩地和 8000元的代价向邻村换地，自己动手，辟开山坡，
填平沟坎，修建一条 800多米的进村水泥路；没有电力设施，
就引导村民把准备用于“封建日”演戏的资金，用来购置发电

机；没有通讯设备，就发动村民筹资 3万多元架设了一部高频
电话。就这样，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终于把罐头厂创办起来

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投产当年罐头厂便取得了高效益，实现

了马塘工业零的突破。

发展壮大的银鹭集团严格按照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求，大

力发展“订单农业”，在全国各原料主产区与当地种粮大户、农

村经济合作组织等联合建立原（辅）材料生产基地，通过订单

农业的发展，辐射周边地区。

截至 2011 年年底，集团通过签订合同、保护价收购等形
式在福建省厦门市、漳州市、建宁县以及山东日照市、青岛市、

江苏大丰市、内蒙古扎旗县、吉林省洮南县等地建立了龙眼、

荔枝、花生、麦仁、糯米、绿豆等原料基地 6.55万亩，辐射带动
2.95万农户，年收购龙眼、荔枝、花生、绿豆、糯米等农产品 12
万多吨，农民从中增收近 2.0亿元。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
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增效和

农民增收。

此外，银鹭集团在发展“订单农业”、圆满完成银鹭高科技

园区一期、二期工程的基础上，总规划 1.5 平方公里的三期工
程建设正全面铺开。这些项目落户后，将进一步加快周边村庄

的新村建设和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促进交通运输、餐饮、

私房出租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通过实施项目带动战略，银鹭集团将直接或间接带动周边

村镇 3000多名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预计年可增加农民收入
6000多万元，从而成为推动厦门市农村腹地经济发展的亮点。

通过 20多年的努力，银鹭建立的“市场垣公司垣科技园垣农
户”的经营模式，实现了农户、政府和公司的“三赢”。如今的银

鹭工业园区，拥有员工近 15000人，大中专毕业以上各类技术
管理人员占员工总数的 30%左右，已发展成为福建省乃至全
国最大的食品饮料生产基地之一，装备有代表当前国际最先

进水平的食品饮料生产线 40多条（套），主要生产八宝粥、蛋
白饮料、果（蔬）汁饮料、茶饮料和瓶（桶）装饮用水等，年生产

能力超过 150万吨，其中银鹭牌花生牛奶、牛奶花生产品荣获
“中国名牌产品”，八宝粥、椰子汁等产品荣获“福建省名牌产

品”称号，银鹭商标先后被认定为“中国十大公众喜爱商标”、

“中国驰名商标”、“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银鹭集团先后荣获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中国罐头工业十强、全国乡镇

企业管理先进单位等数十项荣誉。

立足新起点，银鹭有了新的更远大的发展战略。与雀巢联

手后的新银鹭将在沿用并且加大力度拓展“银鹭”品牌、继续

推行银鹭传统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为增加农民收入，推动

农村经济发展，为农业产业化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本报记者 闻笛萧一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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