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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江津区吴滩镇花厅村，肖成清的桑园绿
油油一片，满树的桑葚还有十来天就可以采摘了。23
年实践，一路走来，肖成清的土地流转经营探索路并不
轻松——

140万元买来教训

肖成清他是土生土长的吴滩人，从当农田基本建设
专业队队长、村支部书记，到后来担任乡长和乡党委书
记，再到后来辞去公职，他一直都扑在抓桑蚕产业上。

1995年，肖成清调到原江津市蚕种场任场长、书
记，主导投资20余万元，在吴滩镇的建良村承包了62.3
亩土地发展桑园。

“规模上去了，但管理出现了问题。”肖成清总结，
一是用工不稳定，需要大量劳动力时，村民却顾着忙自
己的田地。二是人多了，管理难度大，标准化种植落实
不到位。

这60多亩桑园，勉强经营了4年，最后亏了60万
元，土地租金一直拖到2009年才付清。

2002年，肖成清停薪留职，在江津区龙门镇承包了
80亩地搞桑蚕产业。这一次，他给务工的农民每人每
天除了20元工资，还要发一包烟。肖成清说，待遇提高
了，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和劳动成效却未提高。到
2012年，他又亏了整整80万元。

“两次一共亏了140万元，这让我思考失败的原
因。”肖成清说，土地流转易，但种植规模上去后，如何
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如何落实技术标准成了难题。

280亩基地3户农民搞定

2014年，江津区林业局力推桑树新品种“秋茗”良
种繁育与示范推广项目，已辞去公职的肖成清在老家
吴滩镇花厅村流转了280亩土地，承接了这个项目。

这一次，肖成清不再直接面对务工农民，而是将
280亩土地化整为零，以一个劳动力50亩左右的规模
转包给农民。转包土地的农民不但不支付承包款，还
能领到每亩一年785元的生产管理费用和基本工资，桑
蚕产生效益后还可以参与利润分成。肖成清说，“转包
的农民自己去组织生产，我负责技术指导、农资供应、
产品销售等。”

肖成清给要转包土地的农民提了四个条件：一是
身体健康、年龄在40岁左右；二是有文化、有劳力，吃得
苦，懂技术，能管理；三是家里有两个以上劳动力，能长
期坚持在家耕种；四是能很好地落实肖成清的种植理
念和技术操作。在肖成清眼里，符合这些条件的农民
都是能人。按此标准，肖成清将280亩土地转包给了3
户7个能人。

“没有‘第一桶金’、没有技术、没有经验，一样可以
创业。”承包人何松向重庆日报记者展示了与肖成清签
订的《基地建设管护协议》。他介绍，从松土、施肥、除
草、治虫、抗旱、修枝、采果等，都有详细的操过规程和
要求，每项技术实施的人力工资都标明了具体金额，

“按照协议，我们照章执行就可以了。”
重庆日报记者仔细翻阅了这份协议，确实规定得

很细。比如松土，要求每年11月至12月30日深翻一
次，深度7寸，土地平整、四周沟通、水畅、无杂草……

组建产业“盈亏共同体”

“能人转包联营责任制成功与否，关键看收益。”肖
成清认为，只要自己与能人们组建产业“盈亏共同体”，
探索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保障和不断增加能人们的
收益，就能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提高劳动积极性。

为此，肖成清提出，在不影响桑园主要农作物生长
的同时，可以兼种蔬菜，蔬菜收益全部归转包的能人所
有；二是养蚕的收益按市场价格计算的70%归能人，
30%归肖成清；桑葚投产后，收益的20%归能人，80%
归肖成清。

“收益有了保障，能人就有了生产管理积极性，肖
成清就有更多精力来研究产业技术，进行产品研发、品
牌打造、市场探索。”江津区林业局负责人介绍，肖成清
与一位老中医交流得知，长期饮桑茶可能导致腹泻，而
枳壳能解决这一问题，便又有了新想法。

“桑茶套种枳壳的方案很快通过了西南大学专家
的论证。枳壳收益80%的归我，20%归能人。”肖成清
介绍，每年5月下旬，桑葚采摘、春蚕喂养结束后，就进
行夏伐修枝，此时正好有利于枳壳生长；待7月枳壳采
摘结束，桑茶又长了起来，既可以养蚕、又可以做秋茗
桑茶，互不影响。

去年，肖成清的桑园桑葚产量达5万多斤，今年将
达到7万斤。肖成清还建起了桑葚酒酿造生产线，当年
产酒3.8万斤。

3年多的探索，肖成清的280亩桑园形成了“桑茶+
枳壳+桑葚+蚕茧+桑葚酒”的生产经营模式。去年，桑
园全产业链总产值达435万元，3户7个能人的收益占
比超过30%。

承包桑园的陈克顺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他养蚕收
入3万元、枳壳收益2.5万元、桑葚创收6.72万元，加上
夫妻二人3.6万元基本工资，夫妻二人全年承包收益达
12.82万元。

现在，肖成清又在江津区石蟆镇流转了近1200亩
土地，按照”能人转包联营责任制”的方式，转包给了9
户16个能人。

肖成清和他的“能人转包联营责任制”
——一位桑蚕产业业主23年的土地流转经营探索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记者 陈薪颖

春夏之交，重庆的天气忽冷忽热，头天还
是骄阳似火，第二天就可能大雨倾盆。这种天
气，让南川区电力职工韦斌有些暗自叫苦，他
同时也有担心：暮春树木抽条长得快，如果枝
条搭上了电缆，遇到下雨就会导电，带来严重
的安全隐患。

4月20日，如往常一样，韦斌挎起工具包，
又上路巡线了。

南川电力的“活地图”

这是一条韦斌熟得不能再熟的路，甚至闭
着眼睛也能走完，但此时，他擦亮双眼，一丝不
苟地做着巡线记录。

“10千瓦官皇线南垭小区移动基站14-1
末端离周边房屋距离不够，目测1.2米。”

“10千瓦官皇线1号、10号电杆有树枝隐
患，9号电杆倾斜。”

“10千瓦车官线14-1号电杆河坝变压器
对房子距离不够。”

……
不一会儿，记录就写满了两页纸，“这些问

题都要带回去，然后下次带工具过来进行处
理。”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巡线是一项单调的工作：看导线有无
发热；杆塔有无倾斜、破损；建筑工地塔吊
有无坠物影响；电缆沟道有无积水等。就
是这个确保配电安全的工作，韦斌一干就
是18年。

18年里，韦斌累计巡线12万多公里，足够
绕着赤道走3圈。他对每一条线的情况都了

如指掌：“就拿我巡的这条线路来说，经过了17
个小区，有电缆井106个，高压电杆4000多
个，我们需要对每根线路都掌握得清清楚楚，
这样发生故障时才能迅速排查。”

工作中，韦斌有一样不离身的宝贝——手
绘电路图，这也是他多年工作积累出来的“秘
笈”。参加配电工作之初，面对纷乱复杂的电

网，为了尽快上手，韦斌想到了用手绘电路图
标注出从每个变压器分出的电缆，进入配电
箱后，再到哪个居民家中的完整配电过程。
这样一来，当有故障报修时，他就能第一时间
准确定位。

18年里，韦斌共绘制了150余张电路图，
把这些图拼接起来，便构成了整个南川城区的

电路网。工友们戏称韦斌就是张“活地图”，有
找不到的地方，问他准没错。

危险关头的“急先锋”

在南川电网内部，韦斌有一个响当当
的绰号——“急先锋”，因为不管是故障现
场、危险路段还是高空作业，他总是冲在
最前方。

2013年8月的一个晚上，值班室的电话突
然响起：“不好了，香格里拉小区外的一个配电
箱出现故障，整个金山大道都停电了，麻烦你
们快来看看。”

情况紧急，身为配网运维班班长的韦斌立
马召集全体班组人员赶赴故障现场。通过现
场查看，韦斌发现原有的配电箱已严重烧毁，
必须立即更换新的配电箱才能恢复供电。更
换配电箱需要将井下连接的电缆一并拔起，可
井下的情况是几个配电箱的电缆全部缠绕在
了一起，唯一的办法只有派工人下到井里将电
缆梳理开来。

见此情景，韦斌一马当先，找来一根湿
毛巾捂着口鼻，猫腰就钻到了两米多深的电
缆井内，独自一人对电缆进行梳理，并徒手
将重达几十斤的电缆托起半个小时，最终协
助吊车将配电箱吊离地面。“当时情况特别
危险，井下起码是70多度的高温，还有线缆
烧焦后的浓烟，韦班长毫不犹豫地跳了下
去，着实令人佩服！”班里的工友说。

在韦斌身上，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2008
年抗冰抢险，他带头冲锋在抢险一线，连续20

多天没有回过家；2016年抗冰抢险，他又带头
处理大面积停电事故；2017年夏天，他被检查
出患了恶性肿瘤，但术后出院当天，城区突发
大面积停电事件，他又第一时间出现在了现
场，一直忙到深夜……

善于创新的“小诸葛”

和电打交道，不但需要谨慎，还需要巧思，
才能制服电力，让它为人们服务。工作18年，
韦斌也搞出了不少小发明小创造。

一次，南城街道龚家塘社区的变电箱发
生损坏，这个老旧社区的道路很窄，货车开
不进去，韦斌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
用上了原始方法——用圆木将重达1吨的变
压器托着滚进去，才解决了上百户居民的燃
眉之急。

“有没有更适合老旧社区、乡村小道的变
压器运输方式呢？”从此，韦斌便开始了反复研
究试验。只要没有外出作业，他就躲在工具室
里一遍遍琢磨，设计图纸画了一张又一张，工
具模板也制了好几套。不久后，他研发的“多
用途运输小车”的新型工具问世了。这种工具
小巧轻盈，适合在狭窄的道路上运输作业。这
项技术创新成果，获得了重庆市QC成果一等
奖和四项国家专利。

韦斌巡线时发现，电杆的倾斜度肉眼看不
出来，而精微仪又不能随身携带，于是他发明
了便携式的电杆倾斜度测量工具，只有背包大
小，方便、省事。

像这样的小发明在他工作经历中比比皆
是，自参加工作以来，他参与了不少创新项目，
获得了10项国家级专利。

工作多年，韦斌凭自己的努力获得了“重
庆市劳动模范”“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他对
此却表现得很淡然：“我以前听先进人物做报
告说做任何一行都要有自己的坚持，我不过是
忠于职责罢了。”

在电力一线工作18年 韦斌巡的线可绕赤道三圈
本报记者 颜安 通讯员 邓成勇

韦斌正在检修线路。 （受访者供图）

肖成清说，“能人转包联营责任制”不是什么创新举措，
最多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升级版。他的实践告诉我
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流转土地发展产业，切不能把农民只
当作雇佣劳动力，更不能认为他们与土地流转后的产业生产
经营无关。

在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只有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提升
他们的劳动技能、共享产业化发展带来的收益，产业发展的
各项资源才能得到长期保障，产业标准化生产才能得到有
效实施，产业才能健康发展。

肖成清的“能人转包联营责任制”，将能人集聚到产业
化发展中，充分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从“统”的层面，解
决了这些能人想创业但在资金、技术、土地、物资、加工、市
场等方面不足的问题，从“分”的层面，又有效地把农民组织
起来进行生产，解决了土地规模化经营中的“抓大管不到
小”的短板。

“能人转包联营责任制”的生动实践，不但保证了产业
的健康发展，带动了农民致富，也可为乡村振兴战略培育了
更多经营管理人才和有技术的产业工人。

打造升级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彭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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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自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该县从193个村

（社区）中选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较好、村委班
子力量较强、积极性较高的24个村（社区）作
为试点，在清产核资基础上，指导各村结合自
身资源禀赋，科学编制规划，成立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即股份经济合作社。

在合作社的经营上，采取自主、控股和参
股等不同合股方式，最大程度撬动社会资本进
入，同时鼓励农民自愿以土地折资入股到集体
经济组织，成为“股份农民”。

一份产业带来多份收益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后，若缺乏产业实
体支撑，最终也是一个‘空壳’，起不到实际作
用。”庙坝镇香溪村党支部书记刘汉东表示。

作为试点村之一，香溪村在成立了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后，经过民主评议，又在村干部主
导下成立了城口县旺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和
幽峡茶叶有限公司，重点发展茶产业和旅游
业。

“我们村有悠久的种茶历史，但一直未形
成规模。”刘汉东说，幽峡茶叶有限公司成立
后，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二、六、七社的112户农
户分别以55万元资金和土地折资入股，共同
打造九重山茶叶品牌，并在600亩老茶园的基
础上，又新种植了600亩新茶，亩产值达1万元
左右。

刘汉东介绍，从茶树的种植、管理到茶叶

的收购、销售全由公司负责，村民可在茶园内
务工。入股的村民每年可享公司利润15%的
分红，以及土地入股分红。同时，村集体经济
的分红收入还将对全村村民进行配股分红。

“若村民选择自销茶叶，还能获得销售额的
10%作为奖励。”刘汉东介绍，这样一来，村民
通过这一个产业最高能获得5笔收入，与此前
相比，每亩地收入可增加1000—1500元。今
后，随着产业发展不断成熟，增收空间还能进
一步扩大。

“只要劳动了就能赚到钱。”当地贫困户刘
朝琼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她家种了6亩多茶
树，原本年收入1万多元。如今，将土地入股

幽峡茶叶公司后，通过分红加上在茶园务工，
年收入可达到2万元以上。

专业公司技术入股，产业发展更有底气

与香溪村不同，月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
后，选择了同专业的农业公司合作。

月峰村党支部书记梅可书介绍，月峰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成立之后，结合村里的土壤、气
候、周边产业发展等因素，决定发展食用菌产
业。

“食用菌产业价值高，但是技术性太强，
我们村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梅可书说，基

于此，在乡政府的牵线搭桥下，月峰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选择了城口县松坤菌草公司作
为联营对象，共同组建了城口县何仙姑食用
菌农民股份合作社，种植羊肚菌、灰树花、香
菇等。

在合股联营中，月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
100万元资金及40亩集体土地入股，松坤菌草
公司以技术入股，当地21户农户也以10余万
元自发入股，总共建起44个标准化大棚。

“利用松坤菌草公司在生产、加工、销售
上的优势，每个大棚年净收益预计可达
7000 元左右。”梅可书介绍，这些收益在扣
除 20%作为合作社日常运行费用后，剩余
部分将按照各方出资比例进行分红；此外，
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得收益还将向全村村民
进行再分配，其中 30%将分配给全村建卡
贫困户。

集体经济强了“股份农民”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