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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村集团 （村 ）位于武汉市西南的蔡甸区■山街 ，毗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京珠 、沪蓉高速公路和 318
国道穿村而过 ，面积 2 平方公里 ，有 7 个村民小组 ，296 户 、1300 余人 。
这里没有贫困人口 ，没有留守儿童 ，没有偷盗 ，家家户户住上别墅 ，每人都有一份社会保障 ；每个劳力都有
一个就业岗位 ； 每户村民都有一份股份 …… 水电天然气全部免费用 ， 看病也免费 ， 社区 、 商贸城 、 工业园 、 物流
园 、生态农业园规划有序 ，占地 4500 多亩的星光生态农业园正在建设中 ，将建成集科研 、实地教学 、休闲旅游 、
度假 、商务会议于一体的旅游生态景区 。
谁又能想到 ，早在 10 年前 ，隶属■山街的星光村 ，曾是一个负债 780 万元的问题村 、负债村和贫困村 ， 现
已变身成 “荆楚第一村 ”！ 截至 2016 年 ，星光村集体固定资产 11 亿元 ，年产值 36 亿元 ，集体纯收入过亿元 ，村
民人均年收入 2．8 万元 。
未来 ，星光村还将继续按照 “三园一区 ”的战略规划 （工业园 、农业园 、商贸园 、社区 ），创造更多 “星光 ”奇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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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甸星光村走上共同富裕“星光大道”

积极学习十九大精神 激发村民干劲加油干
星光村有 5919人，其中党员 237名。近年来，
村党委通过抓班子、带队伍、聚民心，探索出一条科
学发展的新路。
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星光村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迅速组织召开专题会，传达学习党的
十九大精神，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各项工作，并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上
网认真学习十九大精神的专题文章，认真贯彻

市委部署，在全村上下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
围。
村干部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带头学，带头讲，带
头干，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列入课程，开展党员干部
主题培训，紧密联系星光村实际，推行党员设岗定
责，设立招商引资、创业富民、公益服务、扶贫助困
等 28个党员先锋岗。“星光村党员个个都像样”，这
成了星光村村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党委班

子的积极性更增强了村民干事的劲头。
现阶段，为谋划星光村的发展，党组成员班子
挨家挨户走访，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再请专家论证，
确立了建设星光工业园、都市农业园、星光社区等
三大项目，发动党员带头干，组织群众一起干。目
前，已有 138家高新技术企业入驻星光工业园。星
光村一跃成为武汉市“经济十强村”、湖北省“村级
经济综合实力 500强”。

多年来，星光村党委班子成员守规矩、讲奉献。
村里统一建别墅，群众先住，班子成员住的都是还
建房。近年，村里发展任务重，村党委每年年初制定
工作计划，任务分解到人头，每名班子成员做出履
职承诺，年底由村党委和村民代表进行评议。村党
委坚持每个月举行一次民主生活会，把问题摆上桌

面，让群众面对面提意见。
诸如村宅基地使用、招商引进、工程发包、社会
救助、政策补贴、奖励兑现、福利待遇等涉及群众切
身利益或村庄公益建设等大事，都先由村民提出议
案，提交村民代表研究，然后再由党员大会或村民
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发动群众参与村公共事务的讨

论，采用“民主赶集会”“村务一日谈”等民主管理形
式，建立“群众议事日”和“民主理财日”制度，让群
众自己说了算。
10年来，星光社区党委坚持开通“书记直通
车、民情直通车、信访直通车”，建立起联系服务群
众长效工作机制。党员与群众“一带二结对子”，由

10年前，曾一度小有风光的星光村，陷入全
面亏损和破产。清产结论显示，当年，星光村集体
负债 780万元。2007年底，■山街党工委经审慎
考虑，决定邀请武汉奥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老板

左少平回乡海选。当年，左少平全票当选村党委
书记，95%的高票当选村民委员会主任。
左少平在他上任当天，给班子成员约法三
章：一是上班要全日制，二是要群众做到的事干

部先做到，三是不能向村里借钱。同时规定，村民
所享有的一切村级福利均与国家政策挂钩。
那时村里的干部基本都不愿上班，左少平挨
家挨户走访调查。长时间的走访谈心。严格执行

工农兼顾建新农村 引入企业促发展

中组部、农业部全国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班学员参观星光村

为破解星光村的发展瓶颈，左少平个人先垫 星光村确定发展思路就是做工农兼顾的新农 多位村民也就有了工作。星光村集体收入，从
资 2000万元，帮村里建起工业园，并承诺将工业 村。
2007年的不足 40万元，陡增到 400多万元。农民
园全部收益归村集体。
左少平在垫资 2000万元建起村工业园后， 人均年纯收入达 8000元。
没有工业富不了，没有农业算不上新农村。 又引进 3家企业，当年创下税收 1000万元，400
此后十年来，星光村工农兼顾，从未亏损。从

1月 11日 《武汉晚报》以“蔡甸星光村成武汉‘第一村’”为题，整版推介星光村的典型事迹。
1月 16日 星光村党委书记左少平向 230 名村民共发放 30 万元 “红包 ”过春节 。
1月 20日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 星光村被中央文明委授予 “ 全国文
明村镇 ”荣誉称号 。 星光村也是武汉市农村当时唯一获得这个荣誉的单位 。
5月 星光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左少平，被武汉市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2010年

村民别墅

企业可以通过重组、并购获得发展，那么，基
层行政村的发展建设可否组成集团村呢？
这种联村发展模式，将周边经济较弱的自然

现阶段，星光村集团将以更高的定位来打造
“大星光”，已确立大星光的“三园一区”（工业园、
农业园、商贸园、社区）发展新思路。
2017年，星光村集团（村）“三园一区”建设已
初具规模，其中，星光工业园：引进东风汽配、海

50岁以上老人发放生活补贴、慰问品

村联合起来，以发展经济为重点，以制度建设为
保障，实现群众共同富裕。这样，星光村有了发展
空间，而且与星光村相邻的穷村也能被带富。

星光社区党委坚决按照“五务合一（强化党
务、规范村（居）务、优化服务、拓展商务、协调事
务）”建设社区，从而保障了每位村民有工作，每
个孩子有学上，每个村民有收入。
随着深化“五务合一”建设，星光村为村
民提供公共服务、便民服务、关爱服务等各类

民俗文化活动

尔空调、美的空调配件等企业 138家，村集体每 显著。
而占地 4500亩的农业园，现已建成一个集
年收取租赁管理费 2000多万元，并解决富余劳
动力就业 800多人。总投资 10亿元的商贸园，现 采摘垂钓、休闲娱乐、农家乐等于一体的都市休
已成功引进星光国际建材城项目，这个占地 1200 闲观光园。
星光村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人才的短
亩商贸园，自 2013对外招商营业以来，经济收益

全国家庭示范社区 智能化社区全免费
2013年，星光村在全省率先实行医疗全覆
盖、全报销。2014年开始，村民的水、电、天然气全
部免费。2015年，新建幼儿园、星光小学，规划免
费教育，凡是子女考上大学的家庭，分别给予 1
万元至 2万元奖励，近年来，村里共走出大学生
38名。

截至 2016年，星光村 50岁以上女村民和 55
岁以上男村民，每月的生活补助已达到 1000元。
目前，星光村实现了有劳动能力村民就业率
100%。
五年来，星光村蝉联全国文明村镇，先后荣
获全国创建学习型家庭示范社区，全国农村实用

五务合一 一切为群众方便

服务；积极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产
业链上建立党组织；落实街道干部驻村湾制
度，班子成员分片联系村组和特殊群体，建立
了联系服务群众长效工作机制；广泛开展党
员公开承诺、无职党员设岗定责活动，健全党
小组队伍，组建舞蹈、书画等群众性组织，聚

合起村干部队伍、党员队伍、志愿者队伍三支
服务群众中坚力量，提升了村党委联系群众、
服务群众、教育群众、宣传群众、造福群众的
能力和水平。
村党委树立“共谋、共建、共享”的民主管理
理念，坚持运用“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

略新农村风光 。 临别时 ，老干部们即兴挥毫泼墨 ，留下了 “神州腾飞兆汉阳 ，和谐盛世看星光 ”
等赞美的诗句 。
5月 全国妇联 、 民政部 、 文化部 、 环境保护部 、 广电总局联合授予星光村创建 “ 学习型家
庭示范社区 ”荣誉称号 。
6月 星光村集团党委联村发展的试点工作经验 ，在武汉市进行大会交流 。 星光村集团党
委书记左少平被评为武汉市 “农村基层党组织 ‘十佳 ’书记 ”。
6月 星光万顺国际建材城项目启动 。 该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 ，占地面积 1200 亩 （含大东
村出租土地 400 亩)。 主要经营陶瓷 、洁具 、石材 、灯饰 、油漆 、木制品 、厨具 、五金等综合装饰建
材产品 。 计划用三年时间建成华中地区建材行业的总代理基地 。 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近百亿
元 ，年实现税收过亿元 ，吸呐就业人数 1 万人以上 。
9月 17日 星光村集团党委成立 。 在蔡甸区率先试行 “联村发展 ”模式 ，和周边红焰村 、新
安堡村 、丘林村 、三红村等组建星光村集团 ，成立集团党委 ，以促进 5 村共同发展 ，达到 “组织创
先进 、党员争优秀 、群众得实惠 ”的目的 。
11月 4日 应全国人大－欧洲议会关系小组邀请 ， 以人民党党团意大利籍成员利凡里尼
为团长的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一行 45 人来到蔡甸区 ，考察星光村新农村建设情况 。
12月 星光村被武汉市委 、市政府评为 2010 年度全市农村集体经济 “十强村 ”。
12月 星光村被全国计生协会评为 “全国计划生育协会先进单位 ”，其工作经验被多家媒
体进行报道。

1月 26日 星光村集团党委召开年度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 ， 村干部给村民发放 40 万元
红包 ，村里评选出的优秀村务工作者 、先进个人 、和谐家庭 、致富之星 、好婆婆 、好媳妇 、 好丈夫
各获奖金 500 元 。
2月 星光村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村”荣誉称号。
6月 16日 星光村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文艺晚会 。 29 个文艺节目都由村民
自编自演 ，节目表演形式丰富多彩 ，有合唱 、独唱 、舞蹈 、小品 、曲艺 、京剧等 。这场晚会历时两个
多小时 ，吸引了 2000 多名观众 。
9月 24日 印度青年代表团一行 110 人 ，到星光村进行参观考察 。 在参观考察过程中 ，中
印两国青年充分对话 ，坦诚交流 。
12月 9日 来自美国的青年政治领袖理事会代表团一行 10 人 ，在团中央 、团省委相关部
门负责人的陪同下 ，在星光村进行参观考察 。

2012年
5月 星光村第四期还建楼 （银河湾项目 ）开工建设 。 总投资 5.6 亿元 ，总建筑面积 18 万平
方米 ，计划三年内全部竣工 。 楼层高度从 11 层到 18 层 ，配套建设幼儿园 、社会福利院 、大型商
场 、文体活动中心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 。
6月 武汉市委召开创先争优表彰大会 ，星光村集团党委被授予 “全市 ‘十佳 ’创先争优先
进党组织 ”荣誉称号 。
6月 20日 湖北省委表彰全省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星光村集团党委受到表彰 。
8月 25日 星光社区举办了一场曲艺 、杂技演出活动 ，武汉市说唱团知名演员陆鸣 、田克
兢 、徐勇 、余信杰等参加演出 ，为星光农民社区参加评选 “江城十强最美社区 ”营造氛围 。
9月 5日 海选 “江城最美社区 ”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楚天会堂隆重举
行 。 星光农民社区荣膺 “江城十大最美社区 ”称号 。 这次活动由楚天都市报联合武汉市城管局 、
腾讯·大楚网共同举办 。 全市有 1200 多个社区参加竞争 ，共有 5000 万人次参加海选投票 。 星光
农民社区是本次获奖社区中唯一来自武汉新城区的一个农民社区 。

2010年，与星光村地域相邻、资源互补的 4 优势招商引资，在原居民房腾出的土地上建工业
个村党组织联合成立了星光村党委，星光村为这 园，同时解决新村民的就业问题。如今的星光村，
个 4村的村民移址新建楼房，依靠星光村的品牌 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人民生活幸福美满。

三园一区 创建大星光发展思路

1月 1日 武汉星光国际建材城破土动工 。
1月 15日 星光村被评为武汉市首届 “十大魅力乡村 ”。 该活动由武汉市文明办 、市家园
办 、市旅游局联合主办 ，由武汉长江互动传媒网 、《武汉晚报 》承办 。
3月 星光农民新社区被国家减灾委员会、民政部授予“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荣誉称号。
4月 23日 湖北省军区离休老干部苏德洪 、吕昆山 、宛政福等一行到星光村参观访问 ，领

2011年

建设集团村 强村带弱村齐致富

缺。为解决人才短缺问题，与武汉大学合作，创
办农村实用人才教学基地，并鼓励全村青年人
参加培训；还邀请在外创业、就业的大学生回
村。

2013年
星光工业园 B区

提升幸福感
名震四方的星光村社区，是由 530栋欧式别
墅组成的智能化社区。社区土地由村民宅基地交
换而来，而社区的别墅及社区一切公共设施均由
星光村村集体出资建设，村民在社区免费居住。
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住有所居、劳有所得、老有所
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

星光生态农业园

自己不拿一分钱工资，不占村里的任何一块土地
和房子，强化党支部建设，严禁村干部吃拿卡要。
为了解放思想，组织村里 60多位党员去华西村、
南街村学习，首先让村干部思路得到开阔。

负债累累到不断盈利，从贫困潦倒到共同富裕，
一个全面发展的崭新星光村散发着浓浓的幸福
感。

8月 8日 以苏格兰中国协会主席詹尼斯·迪克森女士为团长的英国地理协会代表团一
行 14 人 ，到星光村参观考察 。 代表团一行重点了解星光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及村民生活状况 ，参
观走访了部分村办企业和农户 。
12月 18日 星光村进行两委领导班子换届选举工作 。 原武汉市奥泰建筑有限公司董事
长左少平 ，高票当选星光村党委书记 、村委会主任 。

2009年

十年发展路

企业家回乡“执新政”不拿一分钱工资

2007年

2月 20日 湖北省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表彰全省农村党的建设 “三级联创 ”先进单位和
个人 。 星光村党总支被授予全省农村党的建设 “三级联创 ”村级党组织 “十面红旗 ”荣誉称号 。
5月 星光农民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开工建设 。 投资 300 多万元 ，建筑面积达 1930 平方米 。
10月 星光新村第三期市政配套工程建设全面完成 。 累计投入建设资金达 800 万元 。

今年，星光村将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思
路新目标，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壮大特色产业，增加
致富门路，打造宜居环境，培育文明新风。依托村
里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拓宽脱贫致富的门路。促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所有星光村村民将
一同撸起袖子加油干，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无限信
心。

1名党员帮扶 2户农户，237名党员共结对农户
474家，为群众解决困难 1020件。坚持“年轻化、
知识化、专业化”原则，先后将 3名经营管理能力
强、热心为村民服务的致富能人培养为村干部，将
2名企业主、12名个体经商户及实用人才培养为
党员。

星光大事记
2008年

让群众面对面提意见 坚持开通直通车服务
接待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

11

1月 1日 开始实施村民免费医疗 。 此举属全省第一家 、全国第三个试点免费医疗的集体
组织 。
4月 成立武汉市星光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项目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方
式 ，该项目预计投资 12000 万元 ，带动项目区农户 400 户左右 ，人均收入 1 万元以上 。
7月 2日 廖蔚祥主动将经营多年 、5000 万资产的星光热镀锌厂无偿捐赠给星光村集团 。
9月 1日 中组部 、农业部全国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正式挂牌星光村 。
11月 星光农业园全年投入近 2000 万元建设资金 。 完成 2.4 公里主干道建设 、400 多亩
钢架大棚搭建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
12月 星光·银河湾商住楼一期工程完工 ， 可售面积 7 万多平方米 ， 开盘当日销售过百
套。

2014年

人才培训基地，湖北省创先争优“先进基层组
织”、湖北省宜居村庄、武汉市“十佳”创先争优先
进村党组织、武汉市集体经济发展“十强村”、武
汉市十大魅力乡村、江城十大最美社区、武汉市
幸福“五星”社区等称号。

5月 星光·银河湾商住楼 （二期 ）工程动工 。
11月 星光村集团五个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结束 。 严格按照 “两推一选 ”程序 ，选举产

生了新一届村级组织班子 。

2015年
1月 1日 实现村民水 、电 、天然气全免费使用 。
9月 10日 国家教育部人事司副司长莅临星光培训基地指导工作 。
9月 13日 星光村生态农业园抓紧施工 。

2016年

民事民评”的“四民工作法”妥善处理基层事务，
健全村民议事会制度，拓宽群众谏言献策渠道。
严格执行“村账街管”制度，定期公开党务、村务、
财务，形成了以制度治村、按制度办事的民主发
展，和谐建设管理局面。

3月 2日 全省 “ 重大项目开工月 ” 活动推进暨格力智能装备产业园建设现场办公会 ， 格
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落户星光 。
6月 23日 新西兰友人参观星光村 。
8月 11日 新西兰友人参观考察农业园 ，洽谈商业项目 。
支部党员活动党员民主决策

撰文 / 涂为 叶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