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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广告

“猪肉涨价”与“中等收入陷阱”
P3筲猪肉价格上涨带动的食品涨价，除了有一定的供需关系影响外，更重要的是有大量避险资金的涌入。

■ 特约记者 李书忠 本报记者 王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专

门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概括，提出要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一位女台商来到大陆后，带领一家人沿

着“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

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这一总体目标，分别在北京的顺义、密云，河

北的望都建立了生产、农产品深加工基地。经

过 20 年的打拼，建立了基本遍布全国的销售

网络，构建了农工商紧密结合、一二三产业互

相支撑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形成了以观

光旅游、果汁产业为主体，素食深加工和鑫记

农业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产业新格局。

她就是践行新型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

裕的带头人———素味珍集团董事长林鑫。

一粒樱桃引发的“产业风暴”
“我丈夫是 1994 年来北京经营餐饮产业

的。他先是在丰台，后又到北京顺义发展。那

时候，顺义城乡结合部的乡村，连个像样的公

共厕所、垃圾桶都没有，道路两旁到处是随意

丢弃的垃圾、杂物。”10 月 26 日，记者在河北

省望都县开发区素味珍集团见到了林鑫董事

长。如果不是提前对林董事长作了初步了解，

记者很难将面前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的时髦

女子与一个建有三大产业基地、公司总资产

超过 400 亿元人民币的女企业家联系起来。

面对记者，林董事长侃侃而谈，不时发出

爽朗的笑声。“被丈夫‘骗’来大陆后，我协助

丈夫经营餐饮、食品加工业。400平方米的修

理厂被我们改成前店后厂。前店主要干餐饮

服务，后店主要加工馒头、大包、月饼及台湾

的各种特色点心。1998 年中秋节，店里几个

年轻人想回家探望父母。他们来自宁夏、甘

肃、四川等边远山区，回家一趟至少需要半个

月。为了不影响店里正常经营，我把他们的父

母都请到北京来，不但报销来回路费，还承担

在京期间所有费用。”

林董事长告诉记者，经商的目的就是赚

钱，只有效益最大化、给员工提供一个温馨舒

适的“家”，才算回报员工、回报社会。

顺义马坡镇的毛家营村有个 100 亩的樱

桃园，已经荒弃很久了，无人敢承包。听到这个

消息，这位从小未见过樱桃的女企业家心中异

常兴奋，独自来到了毛家营村考察。无人管理，

初冬的樱桃园荒草萋萋，一片荒凉。她对村支

书说：“樱桃园我承包了，你开个价吧！”

“一亩地 1500元，如果嫌贵，还可再商量。”

“明天我把承包费带过来，咱就签订承包

合同吧。”

回到店里，她安排文员打印承包合同，为

了暂时瞒着丈夫，在文员打印合同的同时，她

就站在文员的背后遮挡着电脑屏幕。丈夫还

是发现了，指着她咆哮道：“你上当受骗了，这

合同绝对不能签！”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既然答

应了人家，这合同就一定要签。”林鑫心平气

和地对着丈夫说道。

第二天，在丈夫陪同下，林鑫来到毛家营

村签承包 100 亩樱桃园的合同书，当她将 15

万元人民币交到村支书手里时，对村支书说：

“用这些钱改善改善卫生环境，提高村里的医

疗条件。”

于是，村里利用这 15万元承包费建起了

医疗站，修路立灯，改善了生活环境。此后，林

鑫带着她的员工入住这片樱桃园，着手整理这

片荒弃多年的樱桃园，开始了一种“鑫”生活。

她用全新的理念管理樱桃园，不施农药

化肥，全程有机管理。

“刚接手那两年，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引来

了一大群金龟子。看到这些害虫，我心里犯起

愁来，在既不打农药，又能保护好土地的情况

下，该用什么方法来消灭金龟子呢？”林董事长

回忆当初的情景，往事仿佛历历在目。她给记

者讲捉虫的故事：“我们想出一个土法子，在樱

桃树下铺上塑料布，用脚狠踹樱桃树干，只听

“哗”的一下，黑色的金龟子下雨一样落满了塑

料布，大家战战兢兢地徒手将那些金龟子讯速

地装进盛满水的塑料瓶子里。这样捉虫的工

作，我们连续干了两三年，一直到土地成功转

化后，虫子终于逐渐较少，甚至灭迹。”

除了金龟子，老鼠也很难对付。为了不让

老鼠啃噬樱桃，她专门安排技术人员，集中一

个地方放上 20 斤大米，礼遇这些“鼠客”。

樱桃成熟后，她将这些晶莹剔透、玛瑙般

的樱桃先送给村里的老人们品尝。然后，别出

心裁、举办了第一届樱桃园观光旅游“采摘

节”，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把

商业模式成功嵌入到种植、采摘、观光旅游行

业中，这一创新也受到了社会的极大关注，随

后，在全国迅速蔓延，被同行跟班复制，没几

年，全国各地冒出了形形色色的观光旅游采

摘园、樱桃节、桃花节、杏花节。此时，林董事

长在承包 100 亩樱桃园的基础上，又追加承

包马坡镇毛家营、石家营等几个自然村的

1200 亩荒地，培育樱桃林，做樱桃种植、观光

采摘的“龙头老大”。在做大樱桃产业的同时，

还不断延伸大包、素食产业链，分别在黑龙江

的无常、吉林省的牡丹江等地市承包土地，实

施订单农业将订单送到田间地头，与当地的

农民签订种植合同，做大做强有机大米、有机

大豆深加工的品牌产品。

县委书记七上顺义请台商
历史上有秦昭王五跪得范睢、刘备三顾

茅庐请军师的典故。如今，在河北望都则流传

着县委书记七上顺义请台商的感人故事。

2000年，在一次全国扶贫工作会议上，当

河北省望都县委书记李国英得知林鑫的事迹

后，再也坐不住了，他要请林董事长南下望都发

展。望都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如何甩掉贫困县

的“帽子”？这是上级党委政府给他这一届班子

出的考题，也是本届班子必须解决的问题。

他多次到国台办、北京市台商投资企业

协会了解林董事长的有关信息，委托他们牵

线搭桥。李国英驱车几百公里来到顺义马坡

镇毛家营产业基地，见到林鑫董事长后，他顾

不得喝一口茶，立即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将望都 26 万父老乡亲对脱贫致富的热切期

盼告诉了她。因为顺义毛家营产业基地刚刚

起步，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还待完善，此时南下

望都扩大樱桃种植及产业加工规模还不成

熟。于是，林董事长婉拒了这位远道而来的望

都父母官。

后来，李国英“厚着脸皮”再次北上……

连续跑了 7 次，林董事长终于决定到望都实

地考察。

望都，被称为辣椒之乡。但是，当林董事

长随李国英书记来到望都崔庄时，眼前是一

望无边光秃秃的荒地，连辣椒的影子都未见

到。看到这一切，林董事长心里拔凉拔凉的。

李书记看到这一幕，特意领着林董事长从崔

庄村一座小学校门前经过。还未到学校门口，

两排列队的小学生朝着他们远远地喊道：“林

妈妈好、林妈妈好……”

林鑫的眼睛湿润了，她心里默默地念叨

着：“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为了

让这块土地长出鲜艳的果实，我要留下来！”

决定留下来的，还有县委书记李国英那

句戳她心窝的话：“望都 26 万父老乡亲就全

靠你了！”

首先从治理环境入手。素味珍集团在

1000 多亩荒地上再画新的蓝图，林鑫决定将

北京顺义培育的部分樱桃苗及正在盛果期的

3000 棵大樱桃树移植到望都，她要让这片荒

芜的土地当年变成绿洲、让这些“移民”到望

都的樱桃树当年就结出累累的果实。

那些日子里，林董事长带着她的员工陀

螺般日夜不停地运转，几十辆运送樱桃树的

大卡车奔驰在北京顺义至河北望都的高速路

上。在挖坑植树期间，望都县委县政府除了留

守值班人员外全员出动，参与挖坑植树。皇天

不负有心人，3000 多棵樱桃树，无一棵死亡，

实现了当年植树当年结果的诺言。

她建议县委、县政府，培育辣椒基地，让

“辣椒之乡”的地标性品牌，辣起来、红起来、

火起来……

素味珍集团投资望都、建立系列有机食

品深加工产业链后，经望都县委县政府多次

论证和市场调研，经上级党委核准，将公司所

在地单列为“河北望都县经济技术开发区”，

这样的特批设区在河北省十分罕见而且是绝

无仅有的先例。

为了不辜负望都县 26 万父老乡亲们的

期望，让望都的父老乡亲真正富起来，素味珍

集团投资 10 亿元，先后成立了河北聚利惠民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悦客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德胜莲众包装容器有限公司、保定莲众

食品有限公司、望都崔庄樱桃观光亲子采摘

园 5 家企业。主要生产饮品盒罐、酵素饮品、

素食、辣椒酱、火锅底料等高端系列产品。

鑫记集团公司不但拥有铝制盒罐先进设

备，而且还拥有多条世界先进的水果加工、饮

料灌装生产线。原浆水果的冷破碎、浓缩果汁

生产的超微过滤、饮料灌装的 UHT 超高温瞬

时灭菌和无菌冷灌装等项工艺技术，均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先后通过了 ISO9001、HACCP、
ISO22000、OHSAS18000、ISO14001 等质量、安

全、环境管理体系认证，酵素和各种饮品的全

国市场份额多年保持领先。浓缩果汁、酵素、花

生米浆和部分饮品出口 1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他们生产的酵素饮品质优价高，刚投入市

场时很难让消费者接受。为此，某超市曾经劝他

们降低酵素饮品的品质，低价销售，被素味珍集

团一口回绝：可以不合作，但是，绝不降低产品

的品质。素味珍集团专做市场高端有机产品，其

质量是占领未来饮品市场的“定海神针”。

他们用大豆、魔芋、高蛋白生产的素味珍

系列食品，深受消费者欢迎。

苏州一位大企业家准备给儿子办婚礼，他

的夫人是位吃斋念佛的善人。丈夫主张用荤宴

招待客人，她则坚持用素食招待客人。最后，丈

夫妥协、依着妻子用素食举办婚宴。可是，到哪

里去找能做出以假乱真的素食高手呢？经过大

半年的寻访，终于找到了素味珍集团。此时，距

离婚礼只有几天时间，200 多桌宴席光食材就

得准备一周的时间。这笔买卖做还是不做？林

董事长果断表示，不但接下这笔业务，而且，还

要做出特色、做出素味珍集团素味珍的品牌

来。事后，经过核算，他们不但赔了很多钱，而

且还贴进去了很多的人力成本。林董事长意味

深长地告诉员工：“我们没有赔钱，而是赚了很

多的钱。用素味代替荤味，200多桌酒席等于拯

救了几百个鲜活的生灵。” 咱下转 P2暂

豫酒振兴看赊店
豫酒转型发展圆桌会议在
赊店老酒郑州分公司召开

■ 本报记者 李代广 实习记者 李葳

11 月 5 日，河南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

工作领导小组在赊店老酒郑州分公司隆重召

开“豫酒转型发展圆桌会议”，回顾豫酒企业

2019 年经营情况，聚焦部署春节期间的营销

推广工作，顺利推动豫酒振兴。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河南白酒

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满仓，

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工程师姚延岭，河

南省商务厅副巡视员费全发，河南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副巡视员刘波等省白酒业转型发展

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代表、行业专

家，以及重要经销商代表、媒体朋友、豫酒重

点酒企代表出席会议。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单森林、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刚代表赊店老酒参加会议，并做工作

汇报。

会上，单森林董事长表示，赊店老酒的上

市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当前重中之

重是打好 2019 年的销售翻番攻坚战，为这

“最后一公里”全力冲刺。

李刚总经理讲到，回顾 2019 年，赊店老

酒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方向，以企业上

市为总揽，突出品质做优、市场做透、规模做

大三个重点，扎实推进管理、科技、发展方式

三个创新，大力实施品牌、项目、人才三个带

动，企业转型发展呈现稳中向好态势。

接下来，赊店老酒还将围绕“在全省区域

内全面导入元春活动；在南阳区域与郑州区

域全面导入二代元青花洞藏年份系列产品；

利用高速、高铁、飞机、公交等全方位覆盖品

牌信息，大力营造春节期间宣传氛围”的重点

工作，突出选商招商、宣传推介、营销创新三

个重点，精耕细做南阳郑州等重点市场，决战

决胜春节市场，实现全年销售工作完美收官！

也正是由于前期扎实的市场推进，总经

理李刚在讲到春节前后赊店老酒的营销规划

时也是充满信心，并表示面对春节营销战役，

赊店老酒已经准备好了。

刘满仓主任讲到，元青花·洞藏年份酒一

经面世便获得白酒界的奥斯卡小金人———白

酒感官质量奖，2019 年再次在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白酒评委年会上被评为全国浓香型白酒

第三名，获得“酒体设计奖”。这个荣誉可以充

分证明元青花·洞藏年份酒的高品质，这是豫

酒的骄傲，要让更多河南人看到。

人间大爱追梦人
———记践行新型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带头人素味珍集团董事长林鑫

荫董事长林鑫检查樱桃树荫国台办领导与林鑫亲切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