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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叶，各项社会制度比较
规范，特别是官吏回避制度非常严
格。本地人绝对不允许在本地为
官，有直系血缘关系的人也不允许
在同一个部门任职，然而，吴绍诗、
吴垣、吴坛父子三人因明习法律，
乾隆皇帝特批毋庸回避，父亲与儿
子同在刑部任职，被传为美谈。

吴绍诗（1699- 1776），字二
南，号蚁园，无棣县城里人。他的
祖父吴自肃，进士出身，官至山西
布政司河东道参议。吴绍诗21岁
考取秀才。雍正元年（1723年），他
的伯父吴象宽考取进士，吴绍诗便
跟随在伯父身边学习，随仕各地。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
帝命京官主事以上、外官知县以上
的官员推荐品学兼优的人，以备朝
廷择优选用，即使是自己的子女也
不必回避。吴象宽任湖北黄梅知
县，遂推举了吴绍诗。在吏部进行
的引荐皇帝面试时，有人认为，地
方上催缴钱粮，到十月份若不能按
期完成，就应当逮捕其家属。皇帝
询问可否，众人皆不敢回答，吴绍
诗应对说：“断断不可”，得到雍正
皇帝的肯定，再经过严格的遴选，
吴绍诗被录用，分配到刑部浙江司
学习。

吴绍诗的祖父曾经在刑部任
职，好名声一直流传，部里的长辈
因此教育他：“刑官掌有生杀大
权。刑罚恰当为仁义”等等。他为
人谨慎机敏，“刑名动关民命，事无
大小，必悉心讲求，有所见必商之
同官，先进折衷既定而后呈堂。”得
到上级和同事的一致肯定，在刑部
学习三年，经过考试，与其他三人
一起，“以办事明练”，得以留部继
续任职。

雍正十二年（1734年），经过刑
部的提请，吴绍诗晋升为七品小京
官，负责办理刑部湖广司事务。乾
隆元年（1736年），朝廷开律例馆，
纂辑例则，吴绍诗以业务熟练充任
纂修官，参加修订《大清律例》。他
首创《名例》两卷，提纲挈领，为《大
清律例》奠定了基本框架，“总裁诸
公及诸同事咸以为允”。乾隆二年
（1737年），吴绍诗回乡为父亲守
孝，乾隆六年（1741年）孝期满，回
刑部以主事用，刑部承办的重大案
件以及紧要奏章多出自其手。乾
隆九年（1744年），升迁为刑部郎
中；乾隆十一年（1746年），外放甘
肃巩昌府知府。

巩昌府地瘠民贫，吴绍诗执法
公正，得到百姓的拥护。他赈恤灾
民，典当自己的物品资助农户春
耕。他倡导建立书院，发动地方士

绅捐助，聘请名师，自己也经常到
书院讲课，一时文风大变。乾隆十
五年（1750年），升迁陕西督粮道。
在道台任上，适逢朝廷在西北用
兵，他在采办供应军队物资的过程
中，因为账目问题，被陕甘总督永
常弹劾为侵占帑银，中饱私囊，遭
革职审查。经过巡抚钟音查实，吴
绍诗因采买军粮“不据实开销，照
将增出钱粮私下销补别项，例拟
罪。十九年（1754年），发军台效
力。”正要发配之际，传来他的母亲
病重的消息，朝廷法外开恩，特准
他交赎金回乡尽孝。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
皇帝南巡，吴绍诗奉命先后在德
州、泰安接驾。乾隆询问其罢官的
原因，吴绍诗据实回答，乾隆认为
吴绍诗并无不是，经过复查，确定
他没有贪赃枉法，当即被起用为贵
州督粮道，再升云南按察使。乾隆
二十五年（1760年）八月，吴绍诗
调任甘肃按察使，年底升甘肃布政
使。经过调查，慎重考虑，他上疏：
宁夏驻军将军以下官禄原来应供
给粳米，请求根据当地百姓的实际
情况，由原先征收百姓的一石粟
米，改交粳米七斗。朝廷依其奏
言，命宁夏驻防军官官禄依凉州、
庄浪等地一样，改折供应。不久，
他又上奏：镇番县柳林湖一带的招
募垦荒，应当像安西、瓜州屯田那
样，照例征收赋税，只是所纳轻微
些许，这样，就会有成群的民众自
愿来此地开荒，安家落户，国家的
收入相应地也会增加，其建议得到
朝廷肯定，诏命总督杨应琚与当地
的官吏们认真磋商执行。乾隆二
十八年（1764年）八月，甘州、凉州
一带遭遇大旱，一些老百姓的生活
陷入了困境。吴绍诗上奏，言张
掖、永昌、镇番、碾伯、高台县原来
没有城池，抚彝厅、隆德、泾州的城
池多年来也遭受破坏，请允许让灾
区的百姓修建城池，以工授食，解
决灾民的吃饭问题，朝廷命巡抚常
钧审议执行。因为母亲去世，他照
例回家守孝。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正月，
孝期满，吴绍诗进京见驾，晋升为
刑部右侍郎，刚满一个月就改任兵
部侍郎外放江西巡抚。此时，吴绍
诗年届七旬，为人谦恭温和，被人
唤作“老菩萨”。是年，江西多雨，
山洪爆发，他亲自走访灾区，制定
赈恤条款，又实行以工代赈，保卫
民田。经过详细了解，吴绍诗发
现：“南昌、九江二卫田租过重，赣
州、袁州、铅山三卫所租重而田
缺”，因此，他上疏请求朝廷减租。

朝廷下令由两江总督高晋勘查核
实，酌量减收，终使百姓减轻了负
担。江西上犹县境内产铁砂，当地
民众争相开采，滋事不断。吴绍诗
奏请朝廷允许当地官府募民集中
开采，由官府设站收购，从此成为
定例。因为吴绍诗所属的九江关
监督舒善、建昌府知府黄肇隆等渎
职，吏部指责吴绍诗察人不当，审
查不严，提出撤职，由于他在法律
方面的造诣，乾隆皇帝特命宽恕，
仍留原任。

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八
月，吴绍诗晋升刑部尚书，尚未赴
任，调礼部尚书。适逢江西发生
水灾，直到秋后吴绍诗到京任职
前，才奏请缓征地方税粮，遭到乾
隆皇帝的严厉批评。《清史稿》记
述上谕说：“灾地收薄，小民岂能
复事输将？绍诗迁延不问，直至
开征将及一月，始以一奏塞责。
现虽传谕停缓，急公者纳粮不免
拮据，疲窘者徒受催科之累。此
皆绍诗全不知以民事为重有以误
之也。绍诗累经部议降革，并从
宽留任。此则玩视民瘼，难复曲
贷。”被就地革职。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三月，
因为精通律例，吴绍诗再次被乾隆
皇帝起用为刑部郎中。来年，晋升
为侍郎。此时，其子吴坛任刑部右
侍郎，父子同事，缙绅为荣。年底，
又逢皇太后80岁大寿，列香山九老
之一，赐杖赐宴。乾隆三十七年
（1772年），调吏部侍郎。乾隆三十
九年（1774年），吴绍诗以年高体
弱，告老还乡。乾隆四十一年
（1776年）三月，乾隆东巡，奉命在
德州接驾，被恩赐尚书衔。十月，
因病去世，享年78岁，谥号恭定。

吴绍诗晚年家居期间，与父老
乡亲共话家长里短，从来不涉及朝
事，普通百姓都愿意和他闲聊。每
当知县大人的轿子路过，他都起立
恭候，知县知道后，出南门从此免
除鸣锣开道。清朝名士曹秀先有
对联称赞他是：“古大臣朝阳鸣凤，
乡先生林下一人”。

吴绍诗有子吴垣，举人出身，
官至巡抚；吴坛，进士出身，官至侍
郎。父子三人在《清史稿》有传，并
给予极高的评价：“绍诗父子明习
法律，为高宗所器。绍诗两为侍
郎，垣、坛先后在郎署，特命毋相
避。及绍诗移贰吏部，以坛继其
后。父子相代，尤异数。”

作者单位：中共滨州市委党史
研究院（滨州市地方史志研究院）

原文采自《滨州百名历史人
物》，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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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尚书吴绍诗
侯玉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原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经惠民县人民政府批准，惠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4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挂牌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

合申请。

三、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网

上挂牌出让文件。竞买申请人可登录惠民县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http://jypt.bzggzyjy.cn/hmweb//）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

易系统）查看和打印出让文件。

四、竞买申请及竞买保证金缴纳

本次公告所涉及地块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竞买

申请人须携带相关有效证件，到惠民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311办公室或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信息

录入窗口申请办理数字证书后，方可登录网上交易系

统提交申请并参与竞买（已办理过数字证书的竞买人

可直接登陆系统使用）。

竞买申请人须在2022年12月21日17时00分前

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按要求足额缴纳

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21

日17时00分00秒。

五、网上挂牌时间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间为：2022

年12月13日8时至2022年12月23日17时。

六、确定竞得人的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高

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惠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只对网上挂牌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审查通

过者确定为竞得人。

七、联系方式

惠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43—5327005

惠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543—5322101

数字证书办理电话：

0543—5322106、0543-3165927

2022年11月23日

地块编号

2022-M067

2022-M070

2022-M107

2022-M108

土地位置

惠民县乐安一路以

西、横二路以北

惠民县乐安二路以

东、孙武四路以南

惠民县头堡村、西寨

子村

惠民县头堡村、西寨

子村

出让面积

（m2）

46641

45649

19079

57008

土地用途

中小学

中小学

居住

居住

出让年限

50

50

70

70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0.8

≤0.8

＞1.0且≤2.0

＞1.0且≤2.0

建筑密度（%）

≤30

≤30

≤25

≤25

绿地率（%）

≥35

≥35

≥35

≥35

增价幅度

(万元)

5

5

5

5

起始价

（万元）

6540

6400

4799

14304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308

1280

959.8

2860.8

不动产单元号

371621205017GB0

0011W00000000

371621205007GB0

0005W00000000

371621205013GB0

0023W00000000

371621205013GB0

0022W00000000

惠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惠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惠自然资规告字[2022]12号

博兴县兴福镇位于滨州、东
营、淄博三市交界，地处偏僻，交通
不便，资源匮乏，基础薄弱。改革
开放以前农民人均收入只有几十
元，半数以上的村无法解决温饱，
处于“吃饭靠统销、生活靠救济”的
状态。

然而，改革开放初期，这个只
有3.3万人口的小镇，经济得到了
突飞猛进的发展，连续递增60%以
上，1993年实现社会总产值3.1亿
元，利税2900万元。最为重要的
是，他们形成了厨房设备、制胶、黑
白铁加工、建筑建材、化工、柳编、
粮食加工七大支柱产业，各类企业
达到900多家。在万元户时代，拥
有百万元资产的个体户100多家，
农民人均收入1122元，人均存款
2800元，人均占有粮食1500斤。
同时，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村
村铺设了柏油路、通了程控电话，
户户用上了自来水……短短几年
时间，兴福这个贫困落后的小镇，
一跃成为闻名全省的经济强镇。

兴福镇经济崛起的内生力量
是什么？兴福镇农民的创业热情
怎样被激发和保持？兴福镇党委
政府发挥了哪些作用？当时的滨
州地委政策研究室决定实地调研,
索求其变化的根本原因,进而为领
导提供可操作的工作思路。

调研中，第一个接触的是赵赵
村厨房设备公司的老板王志华。
王志华年轻时经常挑着担子在青
岛市走街串巷，修理蒸笼。其间，
他学会了做颧笼的技术，并且对厨
房用具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王志华回
到镇里,联合周围村志趣相投的年
轻人,在镇里办起了第一家蒸箱
厂。开始,他们走的是模仿的路
子,仿制出铝皮蒸箱,参加了北京
厨房用具展销会。铝皮蒸箱精致
的造型,光洁锃亮的外观吸引了众
多用户,参展产品销售一空。之
后,他们又集思广益、大胆创新,很
快推出国内第一台电气两用蒸
箱。电器两用蒸箱使用方便、操作
简单,满足了客户新的需求,产品
一度供不应求,企业呈现蒸蒸日上
之势。

在王志华的带领下,村民们纷
纷筹资建厂，各类电烤箱、冷冻箱、
煎锅、炒锅、洗碗机、榨汁机企业先
后在兴福成立,仅在赵赵村的企业
就达50多家，迅速形成厨房设备
产业集群,兴福生产的厨房设备占

全国市场的三分之一,产品不但
走进了中央办公厅、中组部食堂,
而且远销韩国、新加坡、俄罗斯等
国家。

说起兴福镇民营经济的发展,
众多企业家都说镇党委政府起到
了有力的助推作用。当时,处于改
革开放初期,兴福镇领导班子认清
形势,解放思想、因势利导,为个体
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义和村，一直有熬胶传统。
农民收购猪皮、牛皮、兽骨等,支起
大锅点火熬制,水解后形成淡黄色
透明或半透明胶片,俗称水胶。上
世纪80年代末,农民任树茂以每
吨4000元价格,收购村里留存的6
吨水胶,然后以每吨4500元卖了
出去,获纯利1700元。当时，镇里
工作组正在抓“投机倒把”的典型,
任树茂的行为无疑撞上了枪口,他
赚取的1700元不但交了出去,还
被冠以“投机倒把”的罪名等候处
理。群众的熬胶热情被泼了一盆
冷水,村里热气腾腾的胶锅一下子
全部熄火。

随着政策一步步放开,兴福镇
党委政府发现原来工作的失误，立
即加以纠正，在义和村召开群众大
会,公开向任树茂道歉、为任树茂
平反,并退还了当时没收的1700
元钱。同时,进一步宣讲了党的富
民政策,使义和村的熬胶业又火了
起来。

为顺应群众创业热潮,巩固和
促进民营经济,兴福镇党委政府研
究决定投资1.1亿元,规划了占地
1600亩的“四区一场”,即工业开
发区，教育区，商业住宅区，高新技
术开发区和厨房设备、黑白铁批发
市场,对私营企业进行规范管理,
不仅为之提供市场信息支持,也给
予经营管理方面指导,并逐步形成
了配套服务体系。

兴福镇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得
益于众多人才的脱颖而出。让人
难以想象的是，曾经躬身田垄的

“泥腿子”，转行从事生产经营，非
但没有惶惑、局促，反而得心应手，
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

时任兴福镇党委副书记王树
银,原本只是杀猪出身。后来,他
组建的建筑队在胜利油田打开了
局面,承揽了许多建筑工程。镇党
委领导发现他有经营头脑,政治上
坚定可靠,于1987年任命他为建
筑公司经理。王树银当年就扭转
了建筑公司被动局面,实现扭亏为

盈。6年时间里,王树银先后担任
过建筑队长、公司经理、镇经委副
主任、农工商总经理、副镇长、党
委副书记,成为独当一面的致富
带头人。

官厂村是个有 1600 人的大
村，经济基础薄弱，人心散乱。看
到别的村经营红红火火，官厂村群
众纷纷请愿，要求委派能人担任村
长。调查研究后，镇党委组织官厂
村村民民主选举村长。村民竟不
约而同地选举王树学任村长。王
树学头脑灵活，善于学习也善于谋
划，从建筑队干小工开始，几年时
间就成为管理着2600多人的建筑
公司经理。王树学担任村长后，结
合村里实际，重新规划、调整，很快
带领村民打了经济翻身仗。

多年来,兴福镇因人制宜,开
阔思路,分别采取选举、派遣、聘任
以及培养锻炼等方式,选拔优秀人
才担任基层领导,有力地促进了经
济发展。兴福镇政府部门也初步
开始了由单纯行政管理向管理服
务和经营服务转变;由直接管理经
济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经济
转变。

兴福镇的经验写成报告呈送
给地委主要领导后，很快得到批
示:筹办兴福镇发展市场经济研讨
会,从更高层次上进行总结,在更
大范围上推广兴福经验。

1994年 11月 7日,“‘兴福现
象’与推进农村经济市场化研讨
会”在博兴召开。中央政策研究
室、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农村领
导小组、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和《求是》杂志社、《农
民日报》等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会
议并对“兴福现象”给予高度评
价。《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大众
日报》、中央电视台、山东电视台等
多家媒体进行了深度报道,尤其是
《农民日报》以大篇幅给予介绍。
“兴福现象”迅速成为普遍的社会
现象。

“‘兴福现象’与推进农村经济
市场化研讨会”已过去了 28年。
28年,滨州市经济状况发生了翻天
覆地变化,如今已形成拥有高端铝
业、精细化工、智能纺织、食品加
工、畜牧水产五大千亿级产业集
群。其中兴福镇提供了部分动
力。试想,在各级政府寻找经济发
展的突破口和启动点时,兴福镇提
供的是系统的、可复制、可操作、可
借鉴的经验，其作用是何等之大!

追忆“兴福现象”
李延典 李长英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每当读到这里,就想起28年前“兴福现象”研讨会的往事。

1994年11月,惠民地区(现滨州市)召开了“‘兴福现象’与推进农村经济市场化研讨会”,国
内、省内有关专家出席会议并就博兴县兴福镇混合型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
讨。国内、省内各大媒体跟进报道。一时间,兴福镇农民自发创业经验被总结、梳理和推广,为
普遍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参考、借鉴,意义极为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