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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区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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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隆机器
声中，油品在
各条生产线上
穿梭……经过
数十道标准化
工序，金利油
脂 （苏州） 有
限公司 （以下
简称“金利油
脂”） 最新开
发的高芥酸菜
油 “ 出 炉 ”。

“高芥酸菜油
十分香浓，是
很多人怀念的
小 时 候 的 味
道。”金利油
脂总经理助理
吴跃新兴奋地
告诉记者。

金利油脂
是我区现有的
2 家农业产业
化国家重点龙
头企业之一。
金利油脂董事
长 谭 晓 东 深
知，龙头企业
作为农业产业
化经营的载体
和产业链中关
键的一环，一
头连着市场，
一头连着分散
的农户，对农
业产业化进程
和农民增收影
响重大。

金利油脂的产业布局早在2003年就
开始了，金利油脂将目光对准农业资源相
对丰富的地区，先后在内蒙古和贵州建设
基地，采取了兴办农场、“公司+农户”
联合等形式。“近年来，国际环境变化，
原料进口受到影响。我们提早拓展的种
植、加工基地，保障了我们的产品供
给。”吴跃新说。

从近几年的公司财报数据可见，金利
油脂的年销售额稳定在10亿元，销售业
绩变化不大，但仔细研究，其产品种类和
市场占有率却在悄然发生变化。

目前，金利油脂在生产菜籽油外，小
众食用油种类也十分齐全，如葵花油、亚
麻油、椰子油等，这样的转变与消费者从

“吃得饱”到“吃得好”到“吃得健康”
的需求相吻合。

2018年，金利油脂又在内蒙古呼伦
贝尔地区试种了一万亩高芥酸油菜，今年
进行了大面积种植推广。“我们专攻市场
体量小的产品，在行业中赢得话语权。”
吴跃新说。近年来，企业在发展中主打产
品的差异化发展，高芥酸菜油则是又一创
新。他介绍，高芥酸菜油一方面是“复
古”，满足了人们对油品的多种需求；另
一方面，以这一产品作为原料，可以提炼
出高纯度的高芥酸，高纯度的高芥酸可应
用于医药化工行业，未来可能打开金利油
脂的另一市场。

“销售额想要跃上新台阶，必须走自
主品牌建设之路，提高产品附加值。这条
路虽然艰辛，但在吴江的市场占有率逐年
提高，还是给了我们一剂强心针。”吴跃
新告诉记者，在吴江的食用油市场，金利
油脂的占有率从2015年的25%增长到如
今的50%左右。“我家就吃的金利油脂，
我们村几乎都吃这个牌子。油的品质好，
价格又实惠。”杨文头村村民吴桂其说。

为了扩大自主品牌市场占有率，金利
油脂数年前启动了“金利大家庭”万家连
锁加盟店战略，主要布局在江浙沪地区，
鼎盛时期近千家。随着运营制度的标准
化，一批加盟店被淘汰，目前稳定在300
多家。“我们的品牌布局遇上了长三角一
体化的重大机遇，希望金利油脂能乘上这
场改革的东风。”吴跃新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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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斌）“这个春天，东
联村把一个1700年前的故事讲给了3000
多人听。”工作人员史一凡指着张翰纪念
馆介绍。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汾湖高新区
（黎里镇）的东联村许庄自然村采访，走
进张翰纪念馆，首先看到的是第一展厅，
介绍了张翰的生平事迹。穿过一道门，左
手边，是第二展厅，着重介绍了典故——
张翰的“莼鲈之思”。

“今年 3月份，张翰纪念馆正式开
馆。我们将历史文化资源导入休闲农业及
乡村旅游，希望在文旅资源密集的长三角
一体化示范区中做一名接地气的‘特长
生’。”东联村党委书记孙静告诉记者。

张翰纪念馆建筑面积88平方米，展
出内容分为5个部分，分别介绍了张翰的
生平、莼鲈之思的典故、张翰的诗文作
品、遗迹和后人的评说，多角度地展现了
张季鹰（张翰字季鹰）的人物形象，是一
个集展示和宣传于一体的历史名人纪念
馆。

许庄是苏州市级特色田园乡村建设首
批试点村， 近年来，东联村结合区位条
件、历史文化资源，因地制宜规划许庄乡
邻中心、张翰纪念馆、莼鲈文化园、亲子
园等，重点发展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着
力打造“莼鲈原乡，柿外桃源”许庄新乡
村示范生活区，力争打造美丽乡村升级
版、发展农旅融合的样板，走出一条具有
东联特色的乡村振兴路。

图为纪念馆外景与内景。 （吴斌摄）

“现在不用在地里干活了，不过
每天在村里上班，一天忙到晚，事情
很多的。”近日，在盛泽镇七庄村采
访时，该村治安主任蒋品泉笑呵呵
地告诉记者，百姓生活水平一天比
一天提高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
是与日俱增，他们8个村干部分工
负责，为村民解决实际问题，提高
大家的生活质量，他们忙并快乐
着。

“85后”村书记干劲足

“85后”的管忠林作为七庄村党
总支书记，是该村8个村干部的领头
羊。年纪轻，干劲足，点子多，村里
的老党员都很佩服他。

受到“七庄”名字的启发，七庄村

围绕“党建红、民生橙、生态绿、发展
蓝、服务金、幸福银、乡风紫”的“七色
花”战略，实施美丽乡村建设，提升村
民的幸福指数。“我们村虽然经济基础
比较薄弱，但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只要
我们统筹协调得当，也能用较少的钱
为村民办不少实事。”管忠林说。

去年，该村建成了800平方米的
党建广场，包括20米长的党建文化
墙、党员“学习长廊”和“红色蜂巢
先锋驿站”，意在打造新时代农村基
层组织党建工作的“样板间”。同时，该
村还在人员密集区设置了2处200余
平方米的大型户外党建宣传广告，展
示党的政策方针、党员风貌等，让每一
个党员心中有信仰，把责任“种”在心
中，全村形成了浓厚的党建学习氛围。

“党建+”凝聚力量办实事

“一个村的力量太单薄，我们必
须想办法借外力引外援，多为百姓谋
福利。”管忠林说。近年来，通过

“党建+”这一活动品牌，七庄村广
泛联合机关、企事业单位，让他们带
着服务走进乡村，为村民一次次送来

村民需要的服务项目。
银行来了，为银发夫妻免费拍摄

婚纱照，为村民普及防金融诈骗相关
知识；学校来了，给村里带孩子的老
人上课，教他们如何科学育儿；医院
来了，义诊服务深受百姓欢迎；行政
审批局的工作人员来了，为村民们解
答各种业务咨询，免去他们来回奔波
的麻烦……

管忠林说，下个月，他们准备组
织党员、自然村小组长等，走出去，
学先进经验，主动发现自身不足，更
好地取长补短。

马路宽阔人心更敞亮

近年来，七庄村的村道经过有计
划的改建和拓宽，如今，所有主干道
已实现双向通车。随之，道路亮化工
程也配备到位。路灯亮了，监控多
了，村庄治安环境明显改善。

“多年前，我一晚上逮到了8辆非
法摩托车，从厂里偷布料这种小偷小
摸的现象更是时有发生。”蒋品泉说，
现在这种现象几乎看不到了。在蒋品
泉看来，监控多了，违法成本高只是一
个方面，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生活富裕
了，谁还愿意干这种小偷小摸的事情。

如今，村民们不用再面朝黄土背
朝天，自己做老板也好，在企业里上
班也罢，小日子过得都挺不错。年轻
人都纷纷到外面购置了新房，周末回
家看望父母，感受田园生活。

俞月强是七庄村的一位私营企业
主，也是支部委员，在管理好企业的
同时，还抽出时间义务担任村里的维
稳安监员。“我们在村里办企业，自
己发展了，当然也要力所能及地回馈
父老乡亲。”俞月强说，在安全、环
保等方面，只要有需要，他肯定积极
配合，谁家有困难，他也总是主动伸
出援手雪中送炭。

图为村内的党建文化墙。
（潘赟摄）

美丽乡村建设大家来出力

盛泽七庄村盛开“七色花”
本报记者 潘赟

“莼鲈之思”助力东联乡村游
张翰纪念馆今春接待游客超3000余人次

“老吴，喝茶去了！”
同村村民老何路过吴马其家门口大喊了一

声，在吃早饭的吴马其应声道：“你先去，我
一会就来。”妻子吴巧英佯装生气，半怒半笑
地说：“喝茶比上班都准时。”吴马其嘴上说着
没有，却不自觉地加快了吃饭的速度，一会儿
便放下碗筷往村里的老年活动室走去。

上午和老兄弟们喝茶聊天，中午回家吃个午
饭，下午再继续“侃大山”，若不是每天下午四点
要去喂虾，大家似乎都忘了吴马其的虾农身份。

“三点一线”生活方式
舒适生活体验

吴马其的家就在杨文头村村委会旁边，离
他常去的老年活动中心很近，从家里到老年活

动中心，再到养虾的池塘，是吴马其每天“三
点一线”的生活轨迹。三个地方直线距离都在
一公里左右，天气好的时候，吴马其也会走路
过去，大部分时间他都选择骑个电动车。“骑
车方便，几分钟就到了。”吴马其说。

去虾塘的路上要穿过村口的一条主干道，
道路两旁树木茂密，中间还有宽达数米的绿化
隔离带，远处是整齐的农村自建别墅群。不时有
农民开着小轿车，在村里进进出出。一路上鸟语
花香，绿意盎然，宛若置身生态景观公园中。

乡村振兴支撑
不卖苦力改卖虾

七八年前，吴马其还是一个远离家乡、靠
着一点力气打打零工赚点辛苦钱的游子。“那

时候干的都是力气活，很辛苦，收入也不固
定，一年到头只能挣个两三万元。”吴马其坦
言，赚不到钱事小，远离家乡无法照顾家人是
他最难过的地方。

吴马其所在的杨文头村以乡风建设远近闻
名，其实除了村容村貌村风享有盛誉外，杨文
头村的经济建设也不落后。这个面积只有1.8
平方公里，住户只有420家的行政村，却有民
营企业22家，范围覆盖食品、化工、金属制
品等多个领域，年销售额达16亿元。除了积
极助力工业经济发展以外，杨文头村也努力推
动农业经济发展，鼓励农民探索新的经营形
式，发展各类新型农业。

得知村里在大力支持农业发展，吴马其决
定让妻子吴巧英尝试在家养虾。由于没有经
验，第一年青虾的收益并不好，但全年下来也
赚了4万元。尝到了甜头的吴马其毅然辞掉工

作，回到了家乡，承包30亩地，专职从事青
虾养殖。

工作强度骤降
收入翻两番

回乡后，吴马其常常向其他养殖户学习养
虾经验，再加上自己慢慢摸索，逐渐形成了自己
的“养虾经”。之后的生活就轻松了起来，按他吴
马其的话说，“喝茶”时间都比养虾时间多。

下午4点，吴马其的喂虾时间到了。他在
虾塘附近搭了一个简易的彩钢板房屋，屋子里
放着一些养虾用具。吴马其走进屋里，三下两
除二就把虾食搅拌好了，然后撑起池塘里的泡
沫筏子，一边向远处前进，一边一勺一勺给虾
喂食。

喂完食后，天已经有点暗了。吴马其回家吃
完晚饭，稍作休息，再次回到虾塘边，在这个简
易搭建房屋里过一夜。“我每天晚上都睡这里，
其实晚上也不会有什么事，但是人不在，我不放
心。”吴马其说。

“每年7月中旬放虾苗，之后就要好好打理
虾塘，等来年1月就可以起捕了，一般可以持续
卖到清明节期间。”吴马其告诉记者，养虾也像
种地，靠天吃饭，如果连日大雨，淹了池塘，虾
就遭殃了。虾的价格也常波动，低的时候只能卖
40多元一斤，好的时候60多元一斤。扣除成
本，一般一年能赚10万元左右。

一年净赚10万元，对年过六旬的老两口来
说，已经非常满足了。这8年里，吴马其家建起
了三层小洋房，也迎来了孙子、孙女的出生，日
子越过越红火。“村里带着我们生活奔小康，哪
里都没家乡好。”吴马其说。

“哪里都没家乡好”
——记黎里镇杨文头村养虾农户吴马其

本报记者 黄新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