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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鼎城区（原常德县）位于湖南
西北部，洞庭湖西滨，沅、澧水之间。 东界
汉寿，南邻桃江、安化，西抵桃源，北连津
市，东北隔澧水望安乡，为湘西门户、黔川
咽喉，史称“四塞之国”，自古为兵家逐鹿
和商贾云集之地。常德鼎城区芦苇总场就
坐落于常德市鼎城区蒿子港镇的澧水河
畔。

走进那片浩莽的芦苇荡，苇杆粗壮挺
拔的身姿和湖岸嵯峨的山影一起叠映在
水中，显示出一片生机……

受命于危难之际
代明理是常德市鼎城区芦苇总场场

长。

2007

年
8

月他受区委委派任该场工
作组组长，两个月后正式任命为场长。 说
起刚上任之初的那段难忘岁月，接受采访
的他百感交集！

“当时上届场领导出了问题，造成场
里严重亏损， 因为工资都发不出， 导致
160

多名职工群体性上访到区里、 市里、

省里甚至到北京。整个芦苇场成了一团乱
麻，领导被处分，工人生活难！企业濒临倒
闭！ ”代明理心情沉重的告诉我们，言语间
还带有几分激动。 “我原来是周家店镇政
协联络组组长。当时在乡镇工作的时候各
方面都比当时场里的条件好，工作根本没
有压力。 ”

接手之前，芦苇总场负债累累，而账
面仅有的

38.8

万元还因前届厂领导的经
济问题被纪委冻结了。 班子散了，工人乱
了。时任鼎城区区委书记的王昌义看在眼
里，痛在心里，鼎城区芦苇总场不能倒闭！

他指示从纪委冻结的账面上划出
18.8

万
元先保证工人工资，保持了企业稳定。

王昌义召开会议，带着新的工作组进
场时说：“这次的工作组不同于以往的工
作组，是人、财、物、权全方位接管，原有的
班子一定要无条件配合现在工作组的工
作。 ”

王昌义书记给予的支持和关心让工

作组深受鼓舞，干劲十足！ 采访问及新的
班子入厂时的情况时，场党委书记龚光月
给我们讲了一个让他终生难忘的事：

2007

年
8

月刚进场时， 正值炎热酷暑之时，宿
舍住的房子只有一个窗户，不足

5

平方米
住房住着正副组长二人，一个老式风扇翁
翁作响，吵的脑袋发晕，而且还影响隔壁
的人，风扇不停地旋转，没电时停了就有
成群的蚊子咬。这样艰苦的条件没有让他
和代明理这两个硬汉退缩，反而激发了他
们的斗志！ 这一住就是

3

个月，直到芦苇
场适当改造后住宿的条件才有所改善。

两个月后，芦苇总场变了！ 场里的职
工没有一个人再去上访，职工的生活安定
了，情绪稳定了。用代明理的话说就是“我
和龚书记是黄金搭档，配合默契，合作愉
快！ ”

两个月后，代明理从工作组组长被正
式任命为场长， 王昌义给代明理三个肯
定：这是对你的水平、能力、人品的肯定；

对你多年以来农村工作的肯定；对工作两
个月以来工作成绩的肯定。

改革创新求突破
十年前，浙江人就讲，只有疲软的思

想，没有疲软的市场，只有倒闭的企业，没
有倒闭的行业。 代明理也是这么认为的。

新的领导班子来到芦苇总场，首先要做的
事就是带领芦苇场走出困境，必须从增加
经济收益入手，进行改革！

来场之前，芦苇场吃大锅饭，有
7

个
分厂，近

400

名职工。 因为经营不善和场
务管理问题，个别领导和职工虚报、谎报
生产费用，造成场里亏损，造成上访告状。

代明理分析原因主要是职工利益没有得
到保障，领导干部违规造成的，要改变场
里职工的困难，根本性的改变就是让场里
经济出效益，让职工有收益，生活有保障！

要改革，首先是在用人机制的转变！ 他们
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用人机
制上，打破原来论资排位，改为聘用制。对
一个总场、

7

个分场（

6

个芦苇分场、

1

个
营养食品厂） 的负责人进行公开竞聘，

10

个正职和
13

个副职实行聘用制。

转变经营方式，挖掘生产潜力是代明
理上任时抓的最重要的事情！作为芦苇产
品企业，产品出口市场

90%

都是集中在日
本、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而芦苇场
生产经营刚理顺之时，作为当家人，场长
代明理和场党委书记龚光月从对美、日和
欧盟出口的芦苇产品下滑的态势就感觉
到了芦苇危机不久会到来！两个人的意见
不谋而合：全球金融危机面前，芦苇总场
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要增强，要变等客户
上门为主动寻找大的买主和投资商。通过
招商引进合作者有对大量芦苇需求的公
司， 将芦苇厂以租赁形式租赁给别人经
营，场里只收租金，是芦苇产业规避金融
危机的唯一正确出路。

“企业创新才有发展，我们开创了全
省第一家芦苇场与企业合作，芦苇产业搞
承包的先河，我们不仅稳住了芦苇场的收
益，还成功地避开了金融风暴。 ”军人出身
的代明理谈到这里，笑的很开心。 “芦苇场
与湖南省益阳森华林业发展有限公司合
作，合同签订

15

年，场里每年收租金每亩
300

元，芦苇场总共有
19000

多亩。 森华
公司实力强大，是全国排名第一的私营林
业发展有限公司。未来的

15

年，我们的芦
苇总场保证了稳定收益；保证了职工收入
稳中有升； 保证了场里的芦苇

15

年无销
售风险！ ”

“目前，国内市场芦苇的市场价格是
每吨

300

多元，现在我们芦苇场的收入比
以往每亩

600

多元时的收入还多。 ”代明
理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转变经营方式，实
行全员分流二次创业，职工除了获得场里
全额的工资、保险等福利外，二次创业是
他们获得财富的另一渠道，目前，全场有
180

多名职工参与二次创业！ ”

芦苇场二次创业的典型很多，像熊元
枝这样养鸡

1

万羽的大型养鸡场以上的
6

户，每户年收入
30

万以上；像林长清从
事食品加工，入驻鼎城工业园，目前是鼎
城区龙头企业之一、 常德市百强企业；像
从事建筑行业的汪海明、刘跃德年收入都
过百万元，从事运输及从事商业个体的有
60

多个， 芦苇场二次创业每年累计为社
会创造财富达

600

万元以上。

用最好的方式回报社会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随着生产和交易

的社会化， 公司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公司，

企业生存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凸显出来。环
境、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不仅关系到当
代人类的切身利益，而且事关子孙后代的
生存和发展，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
提和关键。 场党委书记龚光月认为：企业
对环境、 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承担责
任，这是企业对全人类负责的体现。 两年
来，芦苇场引进了两个国家项目，一个是
“兴林抑螺”；另外一个是发展滩涂经济。

芦苇场把探索林业生态工程与生物技
术应用于血防领域， 在芦苇场沿岸血吸虫
防治地带主栽杨树，实行芦林间作，增加种
植种类和面积，以改变滩涂生态系统。通过
一系列的努力，影响钉螺的适生条件，对预
防血吸虫病发生和蔓延发挥了积极作用。

目前，芦苇场种植美国黑杨等树种达
60

万
株。芦苇场的“兴林抑螺”的经验，为我省血
防工作创出了一条新路，他们搞活了经济，

增加了资产存量； 而且还大大降低了湖区
感染血吸虫病的几率， 科学的河滩兴林还
能起到挡浪防洪的作用。

芦苇场通过两年的努力突破，获得跨
越式发展，得到市、区领导的赞扬和肯定。

2009

年
6

月
3

日， 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文承保去现场调研，他高度肯定场领
导班子的工作，说：“这是芦苇产业改贫脱
困成功的一个范例，为芦苇产业的发展作
出了积极的贡献。 ”

””””””””””””””””””””””””””””””””””””””””””””””””””””””””””””””””#

”
”
”
”

$

%%%%%%%%%%%%%%%%%%%%%%%%%%%%%%%%%%%%%%%%%%%%%%%%%%%%%%%%%%%%%%%%$

”
”
”
”

$

湖南省商务厅主办

家电下乡农民申报补贴流程图

促进消费 发展经济 全省咨询投诉电话：

0731-85165323

（省财政厅）

85281203

（省商务厅）

88855110

自去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小
企业经营困难加剧， 涉农信贷需求呈现出新
变化、新特点。 农发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如何
充分发挥政策、资金优势，为中小涉农企业提
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千
方百计为涉农企业输入更多的新鲜血液，有
义不容辞的责任。

创新信贷产品方式。 作为农业政策性银
行，农发行要充分发挥政策及资金优势，突出
特色经营定位，实施差异化的发展战略，针对
涉农企业不同的贷款需求， 开发多样的金融
产品，增添丰富性、注重针对性、提高有效性，

切实解决涉农企业贷款“吃不到、吃不好、吃
不起”的问题。 一是要不断丰富信贷品种，如
围绕为涉农企业解难脱困，开发更多“量身定
做”的小额信贷产品；围绕进出口型企业稳定
市场，积极开展进出口信贷业务；围绕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壮大， 稳步推进优势互补
型，产业升级、产业链延伸行，资产重组型等
领域的并购贷款；围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积
极探索“政府推荐、银行支持、共担风险”的非
经营性项目的信贷支持方案； 二是要不断推
出多样化的信贷服务产品。 积极探索扩大抵
押资产的范围，推进从单纯的不动产（如房地
产）抵押向多元化动产抵押（如存货、大宗原
材料、应收账款、股权、出口退税单、林地经营
权、土地租赁与种植经营权等）、从公司有限
责任向个人无限责任联保、 从单一债务人向
上下游供应链关系人、 从单一保证向抱团增
信和多户联保等方式的突破。 三是鼓励开发
中小型企业成长贷款融资平台， 借助工商银

行
"

牡丹信用卡
"

及网银行合作机遇，在发展
电子商务网络联保贷款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发
展网络银行， 发展电子商务网络联保贷款业
务，降低企业融资门槛。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一是要加强涉农企
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中小企业贷
款的担保基金、担保机构和担保方式，鼓励各
级政府建立信用担保机构补偿基金， 发展商
业性或互助性信贷担保机构， 重点推动地市
以下特别是乡镇一级建立中小企业担保机
构，加快形成政策性、商业性、互助性担保多
元化发展，市、县、乡镇分层次联动的中小企
业信用担保网络体系， 为基层广大涉农企业
提供风险分担保障。二是强化政府职能，优化
信用环境。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建立小
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制度和失信惩戒制度。 通
过建立以信用征集、查寻、评估和披露等为主
要内容的企业征信体系， 减少银企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加大对欠债不还、逃废债务企业的
信息披露以及惩治力度， 旗帜鲜明地保护债
权人利益。 担保公司要按《公司法》建立和运
作，按市场规律运作。 并在政府支持、银行合
作支持的基础上，降低门槛，费率优惠。 三是
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 提高金融机
构开展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

健全政策支撑体系。 一是建立和改进农
发行开展涉农企业融资服务的考核激励机
制。 针对小企业贷款中出现的担保少、 担保
难、兑现难、信用等级低、资金监控难、抗风险
能力弱的问题， 研究实施对涉农企业信贷规
模、管理流程、风险容忍和政策引导等方面进

行单独计划、单独考核、单独管理，不断提高
金融机构为涉农企业服务的积极性。 二是建
立科学的责任追究制度。 做到“政策禁止不可
贷，提高效率（风险防控）不乱贷，尽职免责不
惧贷”。 对责任追究范围进行准确定位，客观
区分主次责任人， 坚持区别对待的原则严格
实行问责制， 以提高农发行基层行的放贷积
极性。 三是建立适应涉农企业经营特点的贷
款跟进政策。 针对金融危机对涉农企业的不
同影响，采取区别对待政策，对部分经营出现
暂时性困难、资金周转效率临时性放缓，但基
本面仍然良好、 发展前景依然广阔的涉农企
业，应该按照一企一策的原则，积极向上级行
寻求政策支持，及时予以信贷资金跟进，确保
涉农企业信贷资金需求。

拓宽多元融资体系。 积极拓展涉农企业
融资渠道， 改变企业以往过分强调对银行融
资的依赖性，鼓励涉农企业依法以股权融资、

项目融资、债券融资、租赁融资等多种方式筹
集资金。 积极在涉农企业中培育上市公司的
后备资源， 支持其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融
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发行企业债、公
司债、短期融资债、中小企业集合债等；建立
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 引导各类风险投资
加大对初创期的成长型、 科技型涉农企业的
投资；加快发展产权交易市场，探索非上市股
份公司股权交易的合法途径。 通过拓宽多元
化的融资渠道，把外部资本广泛吸引近来，把
本地资金充分利用
起来，把企业资产有
效盘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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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芦苇产业在此次金融风暴中受到的冲击有多大？芦苇行业如何应对这场百年不遇的
金融海啸？就我省而言，

60

多家芦苇企业严重亏损，现在几乎濒临倒闭。能保持正常经营，而且不
断发展， 同时能够全额购买职工保险和工资足额发放的我省苇业只有常德市鼎城区芦苇总场一
家。是什么让这个

2

年之前还负债累累的濒临瘫痪的企业能够成功避开金融风暴的风险，并且在
全球金融风暴下能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 请看———

芦苇产业的一朵奇葩

——— 常德市鼎城区芦苇总场跨越式发展揭秘
孙治国张元科陈新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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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对象：每个农户补贴标准：家电下乡产品销售价格的
13%

常德市新中国 60 周年书法篆刻作品展隆重开展

动态消息

截止
7

月
7

日，我省
14

个市州设立了
8259

个“家电下
乡”销售网点，网点数在全国列第三位；家电下乡产品销售
量

748551

台，销售额
13.23

亿元，补贴到户
397621

台，补贴
金额

8986

万元。 我省家电下乡产品销售量、销售额及补贴
发放金额一直在全国第二批启动的

9

个省市中稳居第一（全
国排名第四）。 各市州按销售量排序前五名为长沙

95

，

691

台、常德
79

，

524

台、岳阳
73

，

159

台、衡阳
70

，

326

台、邵阳
65

，

356

台。各类家电下乡产品按销售量排序为冰箱
476

，

750

台、洗衣机
126

，

098

台、彩电
108

，

321

台、空调
28

，

649

台、手
机

6015

部、热水器
2101

台、计算机
611

台、电磁炉
6

台（空
调、计算机

5

月底刚开始实行）。

近日， 临武县土地乡龙坪村
公园迎来了三三两两来这里度周
末的城里人，古井、石山、古樟等
十余个景点成了游人观光欣赏的
好去处。 这是临武县建设农村公
园扮靓新农村出现的新鲜事儿。

近年来， 临武县新农村建设
擂台比武如火如荼， 在全面推进
通村水泥公路、自来水、三清五改
等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不少行政村因村制宜， 根据本村
地理环境优势， 规划建设好农村
公园， 给村民提供良好的游玩休
闲环境。 临武农村建公园，各具风
格， 有的依山造园， 有的傍水造
景，栽花种草，植树造林成了村民
自办公园的新时尚。 据县新村办
介绍，临武有农村公园、农村休闲
山庄有

50

余处，建设资金投入达
2500

余万元。 镇南乡金塘岭休闲
公园、土地乡龙坪村公园、金江镇
罗家村公园、麦市乡上乔古民居、

南强乡莲塘村休闲长廊都成了当
地新农村建设的一道道鲜艳风
景。 “泥腿子”家门口游公园，成了
农家新生活， 大大提升了村民的
幸福指数。 镇南乡金塘岭村是个
偏僻的小山村。

2008

年，村里的经
济能人王尤仁、 王玉成捐献

200

万元作为本村新农村建设启动资
金，激发了村民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尔后村
民又乐捐

300

多万元，小小山村掀起了新农村建
设的热潮。经过两年的建设，村里整体规划，建成
了绿化带、风景塘、岩洞山泉、八角楼、环村公路
等为一体的金塘岭公园。

2008

年冬，市委书记戴
道晋来到该村调研指导，对该村齐心协力建设新
农村的事迹给予了高度评价。 （蒋仁义）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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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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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鼎城区芦
苇总场场长
代明理（左
四）陪同常德
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文
承保（右四）

考察芦苇场

为提高市民体质，进一步推进全民健身活动。 由
长沙市体育局主办、天心区文体局承办的“天心杯”长
沙市民健身大赛近日在新世纪体育文化中心广场举
行。 图为市民柔力球大赛比赛现场。 孙治国摄

鼎 城 芦 苇 场 热 烈 祝 贺

２００9

年
7

月
9

日星期四6

版式设计粟丽华

图片由陈新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