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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江红

“企业务必要做好规划，有规划就有目
标，有目标就有动力。”近日，花园村党委书
记、花园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邵钦祥如是说，花
园集团当前正在积极编制未来五年发展规
划，目的是让干部员工形成共同的发展愿景，
进而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
撑起花园经济发展的脊梁，以更强的实力助
力花园村走向世界名村和世界强村。

1981年5月，邵钦祥带领花园人在闪闪
烛光里看到了希望，同年10月创办了第一家
工厂——花园服装厂，从初试办厂中寻到了
没有任何资源农村发展的经济源泉，并一如
既往的开拓创新，经历着创业初期的艰辛，创
业发展的曲折，以及创业永恒的期待。“只有

走工业化道路，才能让贫穷落后的花园实现
凤凰涅槃。”邵钦祥说，花园集团是花园村
的工业主体，一直以来就从企业利润中拿出
资金，以工业反哺农业、农村、农民的形
式，为花园村各项事业全面进步提供保障。

经过36年的创业创新，花园集团如今已
经形成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新兴产业和传
统产业相配套并带动花园村经济的发展格
局，产业涉及生物医药、新型材料、基础材
料、建筑房产、包装彩印、红木家具、影视
文化、旅游商贸、电子科技、教育卫生、火
腿食品、现代农业等，2016年集团实现营业
收入 190.45 亿元，名列 2017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第 320 位、2017 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
500 强第 184 位以及 2017 浙江省百强企业第
71位，拥有上市公司1家、已完成股份制改

造企业3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5家。
同样，花园村也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从穷到富的华丽蜕变，走出了一条从
“两创”到“两富”再到“两美”的发展之
路，如今这里是浙江省首个单独以村为单位
创建成功的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位列中
国十大国际名村以及中国名村综合影响力
300佳第三位，2016年，花园村全村实现经营
收入 461.23 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 16 万
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花园村深入实
施经济大投入大发展战略，成就发展变化最
大、速度最快、质量最高、后劲最足的五年，
2016年7月1日，花园村党委被中共中央授
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今年3月，东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对部
分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将环龙、柳塘、渼陂

下等9个村并入花园村，希望通过“强村带
弱村 先富带后富”的方式，做大花园模
式，做强花园典型。“这意味着，我们肩上
的责任更重压力更大，同时信心更强动力更
足，因此，花园集团必须实现健康可持续发
展，才能进一步打造美丽大花园，为东阳新
农村建设继续做出更大贡献。”邵钦祥信心
满满地说。

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花园村将在花园
集团引领下以再次并村为契机，继续实施

“一分五统”的管理办法，通过抓工业、兴
产业、惠民生，实现“三年小变样，五年大
变样”的总体目标，致力实现百年目标：

“把花园村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美丽
的农村，让花园村民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
幸福的农民。”

花园集团：助力花园村走向世界
写在花园集团荣膺“东阳贡献”之际

本报讯（记者吴浩宇）9月26日，新华社以《我在
“红木第一村”当书记》为题，通过新媒体专线在新华
社客户端以及《新华视界》微信公众平台等，报道花园
村党委书记、花园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邵钦祥几十年如一
日扎根农村、建设农村、奉献农村的先进事迹，仅新华
社客户端直接浏览量就超过百万。

作为新华社客户端迎接十九大基层典型人物报道之
一，全文以视频、图片、文字等相结合的方式，详细报
道了邵钦祥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带领花园人实现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从穷到富的华丽蜕变，旨在进一步反映
全国新农村建设以及基层发展情况。邵钦祥是花园村一
位土生土长的农民，从 198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

1986年担任花园村党支部书记，再到2004年担任花园
村党委书记，他始终坚持以党建为抓手，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全心全意为村庄发展服务、为村民幸福服务，带
领越来越多的群众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形成了“大
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良好局面，同时倡导党员干部坚
持“公正、公平、公开”办事原则并提倡无私奉献精
神，既让村民切身体会到党员干部“一心为公 一心为
民”的率先垂范，也让村民深切感受到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力和凝聚力。

此前，新华社客户端头条位置还刊发题为《浙江花园
村：打造美丽乡村样本》的新闻报道，全面展示了花园村从
普通农村建设成中国十大国际名村第三位的发展历程。

以《我在“红木第一村”当书记》为题

新华社报道邵钦祥先进事迹

本报讯（记者周振平）9月25日，2017年浙江省企业领
袖峰会暨企业家活动日在杭州举行，浙江省企业联合会、浙
江省企业家协会、浙江省工业经济联合会正式发布2017浙
江省百强企业、2017浙江省制造业百强企业以及2017浙江
省服务业百强企业等榜单。

记者发现，花园集团今年再次同时入围两榜单：名列
2017 浙江省百强企业第 71 位，比去年上升了 6 位；名列
2017 浙江省制造业百强企业第 47 位，比去年上升了 4 位。
据了解，花园集团经过30多年的创业创新，已经形成以高
科技产业为主导，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相配套并带动花园
村经济的发展格局。2016年，花园集团继续以“发展工业
经济 推动商贸服务业”为抓手，主动适应新常态，加快
产业结构调整，加大项目建设投入，重视民生事业发展，
奋力实现弯道超车。目前，花园集团旗下拥有上市公司 1
家、已完成股份制改造企业 3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5
家，正在积极编制未来五年发展规划，致力昂首迈向国际
化高科技企业。

每年的百强评选工作是在各市县企业联合会、企业
家协会、工业经济联合会，省级各行业协会、各有关部
门和广大企业的支持下，按照企业自愿申报，有关部门
审核把关，按照国际和国内通行规则排序产生的。这也
是自 2003 年以来浙江省三会连续第 15 次向社会公开发布
年度浙江省百强企业榜单。2017 浙江省综合百强企业全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总 额 达 41525.21 亿 元 ， 较 上 年 增 长
10.23%；有 43 家企业入围 2017 中国企业 500 强。服务业
百强入围门槛下浮 5.29%，但是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增
长 13.57%、23.17%，资产总额增长 19.72%。制造业百强营
业收入、净利润、资产总额分别增长 7.76%、26.92%、
12.16%。百强企业中，国有企业 17 家，民营 （股份制）
企业 83 家。浙江省以民营 （股份制） 企业为主体的总体
格局更加突出。

2017浙江省百强企业等榜单发布

花园集团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陈德鹏）9月27日，宁波市保税区管委会
主任、党工委书记严荣杰一行莅临花园，就花园村村庄建设
以及经济发展等情况进行考察，并指出，花园村产业多元、
市场健全、基础完善、百姓幸福，特色发展道路值得肯定与
借鉴。

严荣杰一行实地考察了花园村史馆、花园红木家具城
以及花园便民服务中心等地。在花园村史馆，严荣杰一行
听村庄规划，聊企业发展，对花园三十多年来取得的成绩
赞赏有加，认为区域经济发展不仅要产业多更要企业精，
花园就是培育了一系列具有竞争力的好企业，为花园持续
高速发展保驾护航。在花园红木家具城，严荣杰一行饶有
兴趣地欣赏了雍容华贵、精雕细琢、设计精美、价格实惠
的红木家具，获悉市场刚刚上榜 2017“中国商品市场百
强”第43位，严荣杰不禁频频点头，认为市场知名度和影
响力的确非同凡响。严荣杰一行还走访了花园便民服务中
心，得知花园村深化“最多跑一次”并让村民办事一般不
出村，严荣杰对花园村党员干部心系百姓、情系民生的做
法表示高度赞扬。

其间，整齐的民房、清爽的道路、优美的环境、创新的
工业以及先进的教育医疗资源等给严荣杰一行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并表示，花园村不愧为中国十大国际名村，许多经验走
在全国农村前列，也为其他农村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有效的发
展之路。

宁波保税区考察团到访花园

盛赞花园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王江红

9 月 25 日，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
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营造企
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
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这是党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
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
对企业家群体的高度重视、关怀和厚爱。

“《意见》的出台，让企业家们深受鼓
舞、倍感振奋的同时，也切身感受到肩负责
任使命更重。”花园村党委书记、花园集团
董事长兼总裁邵钦祥说，企业家不仅要为企
业创造财富，更要主动履行责任、敢于担
当、服务社会，造富于人民，造福于社会，
积极投身到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以及
精准扶贫等公益活动中去，彰显企业使命
感，弘扬社会正能量，为实现伟大中国梦添
砖加瓦。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富；一村
富不算富，村村富才算富。”邵钦祥始终认
为，一人富，一家富，都是相对容易的事
情，但是要人人富、家家富，就需要先富带
后富，因此，能带动更多人共同富裕的企业
家，才能算得上是真正成功的企业家！似乎
很难想象，却又是事实。改革开放之初，农
民出身的邵钦祥穷则思变，率先办厂，实现
了自我富裕，又带领村民艰苦奋斗，以一种

不可思议的速度和力量，创造了花园村“无
中生有”的辉煌与传奇。

改革开放之初，敏锐的邵钦祥快人一步
地选择了创业致富的道路。1981年5月，邵
钦祥和老支书筹集1500元，在村祠堂里办起
了蜡烛厂。尝到了甜头后，邵钦祥又带头办
起了花园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厂——花
园服装厂。“那时候只要有胆量就可以创
业，胆量是最要紧的！”就这样凭借着“敢
为人先”的勇气和胆识，邵钦祥连年投入，
不断发展，又相继创办了花园吹塑厂、花园
洗衣厂等数十家企业，并于1991年成立金华
市首家工业公司——花园工业公司。

然而这些厂无一例外都是劳动密集型企
业，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产品，产值徘
徊在2亿至3亿元之间，企业进入艰难的维
持阶段。这让邵钦祥猛然意识到，花园要持
续发展，不是光靠胆量大就行，还得靠智
慧，必须要走高科技创业创新之路。1996年
6月，花园集团与中科院签订了共同开发维
生素 D3项目的协议。当时，维生素 D3生产
技术被国际三大公司垄断，国内的研发却未
有重大突破。经过不断探索和实验，2001
年，维生素D3投料试产成功。如今，花园生
物（300401）公司已成为全球最大维生素D3

生产企业，在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后，正致力
于打造完整的维生素D3上下游产业链。

“可以说维生素D3是一个支点，撬动了

花园村经济转型发展的路子。”邵钦祥介绍
道，维生素D3成功后，花园村又追加投资，
上马了一批高科项目，涵盖新材料、军工产
品、医药产品等领域。回过头来看，邵钦祥
感慨道，花园之所能繁荣兴盛，最大的秘诀
就在于不断地转型升级，不断地适应市场环
境，“只有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发展，才能
生存下去。”

可以说，拥有数十家企业的邵钦祥早已
摆脱了“贫农”的标签，然而他始终不忘那
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每年都会从企业利润
中拿出部分资金，以工业反哺农业、农村、
农民的形式，为花园村各项事业全面进步提
供保障。不仅如此，常言道“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为了实现更大的“共富梦”，
2007年，在邵钦祥的带领下，花园村开始发
展红木家具产业。

经过多年的整体规划和产业布局，花园
红木已形成了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拥有花园
原木市场、板材市场、花园雕刻·油漆中心
以及花园红木家具城等产业集群。其中，花
园红木家具城是全球最大红木家具专业市
场，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拥有红木家具品
牌经营户1800多家。集体搭台、全民创业。
花园红木产业的蓬勃发展，为花园村劳动力
就业转移和农民创业致富提供了良好的平
台。到2016年底，花园村全村实现经营收入
461.23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16万元，拥

有个私工商户2827家，其中红木家具以及木
制 品 行 业 个 私 工 商 户 达 2149 家 ， 约 占
76.1%。花园村村民邵清君就搭上了这趟快
车，在家门口创办了一家红木家具企业，

“我们村大部分都从事红木家具产业，感谢
村里搭建了好平台。”

正是在邵钦祥的带动引领之下，36 年
来，花园从穷山村变成了中国十大国际名
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从 87 元到 16 万元，花
园集团从家庭小作坊成长到了国家级企业集
团。即使已经过了花甲之年，邵钦祥作为企
业家的责任使命依然没有停止，“要把花园
村建设成世界上最富有、最美丽的农村，让
花园村民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幸福的农
民”。同时，邵钦祥心底也盼望着，中国亿
万农民都能够生活在“花园”一般的村落，
享受上“花园生活”。

“能带动更多人共同富裕的企业家 才能算得上是真正成功的企业家”

邵钦祥：企业家肩负责任使命更重

编者按：歌山画水，人杰地灵。优秀的东阳人志在四方、情系桑梓，敢为人先、勇争一流，他们为家乡增添了光彩，为家乡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值此

首届世界东阳人发展大会召开之际，东阳形象大使、首届“东阳骄傲”、4家“东阳贡献”和“重教助学模范”正式公布。

本报讯（记者陈德鹏）9月29日，金华市政协副主席许
章才一行在相关领导陪同下莅临花园调研，对花园村繁荣的
产业现状与齐全的机构建设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花园村
产业多元，且企业、市场、学校等在全国首屈一指，不愧是
农村现代化的榜样，是繁荣昌盛的大花园。

许章才一行首先参观了花园村史馆，对花园村的村庄
规划与产业发展等表示充分认可，悉闻花园商业中心将于
10月10日开业以及按照五星级标准建设的花园雷迪森大酒
店项目已经开工等，许章才频频点头，感叹农村也能建起

“万达广场”，一流建设水平让花园村在走向国际的道路上
又前进了一步。随后，许章才一行来到浙江师范大学附属
东阳花园外国语学校，幼儿园别具一格的教室、环境、娱
乐设施等给其一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认为该幼儿园给
人青春活泼、充满活力的氛围，对孩子们从小培养发散思
维、拓展动手能力等将有很大促进作用，还对花园外国语
学校大气美观的游泳馆、匠心独运的体育馆、大气磅礴的
图书馆等啧啧称赞，并希望学校能为国家输送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栋梁之才。

其间，许章才一行还领略了花园村的村容村貌，感受了
花园红木家具城的市场氛围，考察了花园红木全产业链发展
模式，整齐划一的房屋、繁荣有序的市场、生态良好的环境
等令其赞叹不已，并点赞花园村领导班子“一心为公、一心
为民”的理念，不时为花园村村民颇高的生活幸福指数连连
称赞。

金华市政协领导调研花园

点赞花园繁荣昌盛

9月30日，花园幼儿园举行了主题为
“亲子欢乐行 健康你我他”的第十一届
运动会，以“绿色·健康·运动”为宗旨,
让父母陪伴孩子完成全长2.5公里的亲子
马拉松比赛，让孩子们完成“走跑跳钻
爬”这些运动游戏并在自己和父母的衣服
上印上“红橙黄绿青蓝紫”彩色手印，通
过活动传递健康快乐运动新理念，培养孩
子们坚持到底的好品质，同时进一步增进
父母与孩子彼此亲子情感。

（本报记者周振平 王江红摄）

亲子欢乐行
健康你我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