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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板栗变身时尚“网红”产品
——宽城做强做大板栗产业的启示

走县域 看特色

闫志远：

从深圳回乡创业带乡亲致富

围场实施津承百万只优质肉羊产业化项目

带动835户贫困户实现“入股分红”

全市减税降费去年
累计减免税32亿元

小微企业政策受惠面达到100%

双滦区

探索3种方式盘活
农村闲置宅基地

□记 者 郭 峰 尉迟国利
通讯员 宋立新

《吕氏春秋》记载：“果有三美者，
有冀山之栗。”冀山之栗，即指今燕山
山脉所产的板栗。

宽城满族自治县地处燕山腹地，
栽培板栗历史已有 3000 多年。县内
百年以上的板栗古树达 10 万余株，现
存最老的板栗古树定植于 1303 年，如
今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被专家誉
为“中国板栗之王”。

如何让千年板栗在生生不息的同
时，真正成为农民的增收金果？

“我们把板栗作为乡村振兴的主
导产业和脱贫攻坚、富民增收的支柱
产业常抓不懈。”县委书记祁海东说，
要力促树上增产、树下增收，产业循
环、生态富民，既绿了荒山，又富了百
姓，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漫山遍野的板栗树成了农民的
“摇钱树”。目前，该县板栗种植面积
达 72 万亩，年产值 7.74 亿元，带动近
20 万农民年人均增收 300 多元，有效
带动县内45个贫困村21567口贫困人
口稳定脱贫。

政府扶持：小小板栗成为
支柱产业

站在山脚下，望着山坳里成片的
板栗树，铧尖乡南沟门村村民羿丰心
里别提多舒坦：“好日子全靠它呢！”

去年收入多少？“这个数。”老羿立
刻眉开眼笑，伸出两个手指头比画出
个“八”字。“去年价格适中，赚了8万多
块！”

66岁的羿丰是位“老把式”。别看
他打记事起就和板栗打交道，可一开
始却并没有摸清板栗的“秉性”。南沟
门村自古就有种植板栗的传统，不过
长期都是零星散户靠天收不成规模。

“俺们这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地
少不打粮，不种板栗没出路。”老羿是
个勤快人，2003年，他从村里承包了一
片荒山，从此过起靠山吃山的生活。
一有空闲，他便来到荒山，沿着山坡垒
坝、挖坑、栽树、挑水⋯⋯渐渐地把板
栗树栽满山坳。

“可结出的栗子个头小，产量低，
还卖不上价。”老羿和许多栗农一样陷
入迷茫。

为把板栗树真正变成农民的“摇
钱树”，宽城成立了板栗合作总社，以
乡镇、村为基础建立了20个分社，有近
3万户栗农成为合作社成员。

为了使栗农提高技术水平，该县和
省农林科学院昌黎果树研究所签署合
作协议，由对方负责对果农进行免费培
训，手把手指导。这下可解了老羿的燃
眉之急。县里组织培训，不管多忙，他
准去；林果专家来村里授课，他更是场
场不落，时不时还得插言问个明白⋯⋯

“你看现在新技术剪枝后的板栗
个头，比原来大了不少。”老羿抓了一
把新炒的栗子说，“现在个头都这么均

匀，也没有大小年一说，年年都挂果，
至少增产20%。”

政府真金白银的扶持和激励，使
栗农种植积极性空前高涨。目前，该
县板栗种植面积达72万亩，年产4.2万
吨，板栗产业已成为全县富民增收的
支柱产业。

龙头带动：板栗产品走向世界

如今，消费者可以轻松网购到宽
城的板栗产品。这缘于承德神栗公司
搭建的中国板栗交易网电子商务平
台，通过与阿里巴巴、京东等巨头建立
了合作关系，网络年销售额达 3000 多
万元，把板栗产品变为众多消费者喜
爱的“网红”产品。

承德神栗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5
月，由宽城恒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投
资兴建。当时，宽城板栗销售主要渠
道是出口日本，由于定价主动权在日
方，价格不稳定，栗贱伤农之事时有
发生。

彼时，恒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正在
寻求企业转型。“开矿虽然来钱快，但破
坏环境，迟早会坐吃山空。”公司董事长
陶清泉说，“矿会越采越少，栗树会越种
越多。”经过仔细研究，集团决定将发展
重心向林果种植和加工业转移。

在政府协调下，恒泰矿业集团投
资 5000 万元，收购了中日合作的神栗
食品有限公司，宽城栗农有了自己的
龙头企业。

走进承德神栗公司生产车间，墙
上“己所不食，勿施于人”8 个大字很是
醒目。“我们既做眼前又做百年，从进
入食品行业开始，就把产品质量放在
第一位。”陶清泉介绍说。

该公司以科技为先导、科研院所
为依托，先后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
农业大学、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建立长
期的合作关系，进行产品研发和科技
攻关，并成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建立河
北省板栗产业技术研究院，让宽城板
栗产业站在技术制高点上。

同时，公司顶住资金压力，斥资3.6
亿元引进国际一流的现代化生产线，实
现机械化、标准化发展。公司生产的产

品，从果实采摘到产品包装出厂，一共
要经历25道工序、37次产品检测。

好品质赢得大市场。目前，神栗
产品远销日本、泰国、美国、德国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通过美国、日本、
欧盟等多项权威认证。

文化注入：千年板栗焕发新风采

每名游客脸上都挂着笑容，看省
级非遗大口落子，赏百年栗树花，品地
道农家饭⋯⋯在铧尖乡乡干部马永刚
的电脑里，保存着数十张有关栗花节
的照片，真实地记录了栗花节的盛况。

赏漫山美景，闻栗花飘香。栗花
节名气越来越大，不仅吸引承德及周
边唐山、秦皇岛等地游客观赏，甚至北
京、深圳市民都通过认购板栗的形式
参与其中。

到了秋季，在碾子峪镇艾峪口村，
另一场节日上演了——板栗采摘节。
2018 年，宽城艾峪口“板栗采摘节”入
选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100 个乡村特
色文化活动。

“为进一步宣传农耕文化，促进板
栗销售，我们办起了栗花节和采摘
节。”宽城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何向金
说，节日的举办为推动文化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推

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
2014 年，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成功
申报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在保护传统板栗栽培系统文化遗
产前提下，该县积极发展板栗加工业、
食品加工业、生物资源产业、文化创意
产业、乡村旅游产业等为主要内容的
多功能农业，逐步建立起农业功能拓
展、三产融合发展的新型农业产业模
式，真正使农民从“传统板栗生产者”
向“多种经营者”转变。

统计数字显示，近 4 年来，该县接
待农家游、乡村游、赏栗花、采摘等游
客增加 50 多万人次，增加旅游收入 2
亿多元。

目前，该县正在申报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相继开展了民俗整理、古树
挂牌、栗花节、采摘节等工作。下一步，
该县将进一步梳理宽城传统板栗系统
的文化传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板栗文
化普查，建立板栗文化展览馆，建设宽
城板栗文化主题公园；让宽城传统板栗
栽培系统走进校园，开展 LOGO 设计
赛、板栗摄影赛、中小学生征文、诗词大
赛等活动，让文化遗产走进全县中小学
生心田；加强对百年古板栗树的监测，
请专家收集整理相关农耕民俗，保护历
史遗迹，修缮古村落、古建筑，培育模范
农民，让农旅发展更有味。

□记者 尉迟国利 通讯员 姚桂珍

拥有上亿资产，却放弃都市，选择
回家乡平泉创业，这是闫志远当初的选
择。有人说他犯傻，可闫志远却另有算
法：一群人富当然比一个人富更合算。

38 岁的闫志远是河北振邦农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他从小在农村

长大，因家境贫寒，十几岁便辍学去深
圳闯荡，后来靠做钢铁制成品进出口业
务攒下上亿资产。

虽然自己富了，但每次回乡，看到
儿时的玩伴和乡亲还没有过上好日子，
闫志远心里不是个滋味。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深入开展，平泉
市实施吸引能人返乡助力脱贫攻坚的

“雁归兴平”工程，市、镇领导多次找到闫
志远，叙感情、讲政策，鼓励他回乡创业。

出于对家乡的眷恋，也因为被家乡
干部的真诚打动，2014 年，闫志远毅然
回到家乡，投资 1500 万元，在平泉市平
北镇白池沟社区建立河北振邦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园区一期占地 1000 亩，
建暖棚和钢架冷棚 200 个、大型冷库 1
个，产品以种植设施蔬菜为主。

“我要为家乡农业发展和父老乡亲
脱贫致富出力！”闫志远介绍说，公司与
贫困户建立了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通

过“入股分红、租赁、务工”的“零成本投
入、零风险经营、零距离就业”的“三零”
扶贫模式，让贫困户充分参与到园区里
来，由公司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管理、统
一经营、统一销售，贫困户可以无忧无
虑、轻松赚钱。到 2015 年末，一期工程
带动 300 多户贫困农民稳定脱贫，人均
年收入达到2.5万元以上。

经过示范带动，更多的农民掌握了
设 施 农 业 的 生 产 管 理 经 验 ，并 参 与
进来。

2016年，公司升级成为河北振邦农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二期规划资金
5000 万元，建设设施暖棚 300 个，冷棚
1000 个，大型冷库仓储设施 5000 余平
方米，引进辣椒、菜花、草莓、葡萄等新
品种 10 余个，直接带动 1000 余名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致富。

为了更好地规避农业风险，2018年
5 月，总投资 2.5 亿元，年产 5 万吨果蔬

汁、果蔬罐头、玉米杂粮汁、果蔬含片、
脆片、酵素、果蔬酒、果酱的深加工项目
开工建设。项目达产后，将实现年产值
5 亿元以上，利税 8000 余万元，并将再
次吸纳 500 户已脱贫农户入驻巩固脱
贫成果，直接受益（务工、入股分红、租
赁创业）和间接受益（种植户及上下游
产业）总人数将超过5000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7年，河北
振邦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被评为省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省扶贫龙头
企业，公司自产的 Happy Mood 品牌
蔬菜被评为省优质产品。

“我们将沿老哈河流域建设集蔬菜
种植、休闲养生、采摘观光、食宿娱乐、
蔬菜国际贸易、农产品精深加工于一体
的辽河源现代农业经济走廊，实现产业
集群化、园区利润最大化，带动更多村
民奔小康！”对于集团的未来，闫志远充
满信心。

新农村致富带头人

本报讯（通讯员宁利勇 记者陈宝
云）去年以来，天津对口帮扶承德的重
点企业天津市食品集团，积极实施津承
百万只优质肉羊产业化项目，带动当地
农民脱贫增收。今年 1 月，项目喜迎第
一批 944 只基础母羊产羔，产羔总数达
1685 只。目前，项目已带动围场 835 户
贫困户实现“入股分红”。

项目一期工程投资8500万元，占地
面积200亩，建设6000只基础母羊扩繁
示范场1处，年出栏1万只肉羊育肥场1
处。在项目实施中，该集团将饲料种植、
母羊扩繁、种羊改良及屠宰深加工等工序

有机结合，建立完整体系，促使产业扶贫
转化为产业链扶贫。按照“公司+养殖场

（合作社）+贫困户”运作形式，创新实施
“投母收羔”带动一批、“份养自繁”扶持一
批、“寄养托管”增收一批、“入企就业”转
化一批、“入股分红”助力一批、“三方受

益”打造一批、“资产收益”兜底一批的“七
个一批”扶贫模式。到目前，已筛选出 7
个养殖场（合作社）进行“份养自繁”合作
事宜，带动近1000户贫困户稳定增收。

今年，天津市食品集团将实施二、
三期工程。二期工程计划投资 1.5 亿

元，建设 1 万只基础母羊扩繁场 1 处，年
出栏 3 万只肉羊育肥场 2 处；三期计划
投资 0.7 亿元，建设年屠宰量百万只优
质肉羊屠宰厂1处。力争到2020年，与
项目合作的养殖场（合作社）达到50家，
带动不少于3000户贫困户稳定脱贫。

闫志远（右）在草莓大棚里查看草
莓长势。 通讯员 姚桂珍摄

◀ 承 德 神 栗
公 司 工 人 正 在 包
装产品。

通讯员
朱建军摄

▼农民在田间
采摘板栗。

通讯员
宋立新摄

本报讯（宋会东）承德市各
级财税部门认真执行各项减税
降费政策，确保政策红利落实到
企业，小微企业政策受惠面达到
100%。据统计，去年，全市累计
减免税 32 亿元，减税额度较上
年增长 16.8%；按照国家、省累
计出台普遍性降费政策，全市降
费额度达到0.97亿元左右。

全市财税部门用财政收入
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
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强化
政策宣传解读，优化纳税服务，
加强后续监管，极大地减轻企
业负担，改善营商环境。在降费

政策落实方面，该市财政部门
根据国家、省出台的降费政策
文件精神，落实全省目录清单
管理“一张网”的要求，让收费
权在阳光下运行。同时，强化非
税收入管理系统的监督职能，
确保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清
零”后不反弹。联合物价、工信
等部门，对市直 32 个执收部门
和 56 个协会政策落实情况进
行了专项检查，切实保障国家
各项政策落实到位。巩固“一问
责八清理”专项行动中乱收费
乱摊派专项清理成果，较好地
保障了社会公众和企业权益。

本 报 讯（通 讯 员 于 海 龙
记者陈宝云）双滦区积极盘活
农村闲置宅基地，探索出引导
宅基地入社经营、鼓励宅基地
合作建房、放活宅基地产权交
易的 3 种盘活方式，使农村闲
置宅基地变为广大农民增收致
富的可利用资源。

引导宅基地入社经营。由
村集体经济组织牵头成立农宅
股份合作社，农户以闲置宅基地
折股量化方式入股合作社或以
租赁方式出租给合作社。合作
社通过流转闲置农宅实施精品
民宿改建项目，开发特色乡村酒
店，打造民宿旅游，建设体验农
庄等。目前，全区已打造乡村旅
游示范户 50 家、乡村旅游示范
村 2 个，评定民宿、休闲旅游为
主的市级合作社4家、省级示范
社2家，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

鼓励宅基地合作建房。在

不改变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
前提下，引入社会资本开展合
作建房。农宅股份合作社将集
中连片闲置宅基地提供给投资
方，打造集观光、采摘、体验等
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农业研学旅
行项目。鼓励城市居民与农民
合作建房，改善农民居住环境，
也为广大市民休闲度假提供一
个良好去处。目前，农户与市
民合作建房 50 余家，大大改善
了农村整体人居环境。

放活宅基地产权交易。在
农户有稳定的居住场所前提下，
以有偿退出的方式放弃属于自
己的宅基地资格权，出让给农宅
股份合作社或本村内符合宅基
地申请条件的农户。目前，全
区已有 10 个农户出让宅基地
资格权，涉及资金 140 余万元，
既让进城农民得到了实惠，也
让农村无房户节省了开支。

本报讯（记者尉迟国利）“低
保政策是重要惠民工程，低保户
死亡后仍然逾期领取低保，你
们虽然不知情，但也属于工作失
职，要马上整改，把逾期发放的
低保资金收回来⋯⋯”近日，隆
化县张三营镇纪委书记张英华
对某村村干部进行“廉情预警”
谈话，向其敲响“警钟”。

隆化县纪委监委坚持抓早
抓小抓苗头，把纪律和规矩挺
在前面，用足用好“第一种形
态”，以“廉情预警”谈话为发力
点，健全完善任前、履职、提醒、
函询、诫勉、关怀“六种谈话”机
制，推进“红红脸、出出汗”成为
常态，打好党风廉政“预防针”，

督促党员干部绷紧“纪律弦”，
真正体现对党员干部的严格要
求和关心爱护。

县 纪 委 监 委 通 过 签 字 背
书、督导检查、述责述廉等形
式，压实主体责任，使防线前
移。督促全县各级党组织分级
负责提醒约谈，党政一把手约
谈班子成员，班子成员约谈分
管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采
取重要时间节点进行廉政提醒
约谈、关键部门和关键人员定
期必谈等，多角度预防提醒，逐
级传导压力，增强相关人员廉
洁意识和廉政风险防范能力。
去年以来，全县共开展各类“廉
情预警”谈话3600余人次。

隆化

对党员干部开展
“廉情预警”谈话

本报讯（记者尉迟国利 通
讯员张建伟）去年以来，平泉市
法院积极整合各方力量，全力打
好执行攻坚战，努力提升执行效
率和群众满意度。去年共受理
执行案件 2210 件，执结 2089
件，执结率达94.52%。

结合“科技强院”，平泉市法
院建立了内外联通的执行指挥
系统，为开展网络化执行提供了
强大的办案平台。同时，依托覆
盖全面、功能强大的全国网络执
行查控系统，有力提升了法院查

控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的能力。
去年，通过科技平台，依法行政
拘留100余人，并严厉打击拒执
罪，宣判拒执犯罪案件2件。

为整合资源完善联合惩戒，
提升执行工作的快速反应力，平
泉市法院联合37个惩戒成员单
位进一步建立完善了联合惩戒
机制。去年，该院利用微信平
台、电视直播、传统媒体共发布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80 余
条，依法采取限制出境、限制高
消费“双限”措施2500余人次。

平泉市法院

整合各方力量提升执行效率

近期，地处燕山深处的平泉市卧龙镇温室大棚鲜桃陆续成熟，
吸引了大量游客到大棚里采摘尝鲜。这是游客在卧龙镇下洼子村
一设施大棚内采摘鲜桃。近年来，承德市温室鲜桃、草莓、葡萄等
特色果品设施化、规模化种植发展迅速，设施农业已成为当地农民
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 通讯员 刘环宇 记者 尉迟国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