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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住宅建设莫忽视传统民居

张明祥

规划引领 产业支撑 风貌塑造

青岛平度：特色小镇助力城镇化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张德杰 李培强

推进肉牛产业向千亿级产业集群迈进——

山东阳信肉牛产业真叫“牛”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张 勇 李雅芹

我国新农村住宅建设是促

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

径，也是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

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新农村住宅有别于传统意义上

的村镇住宅，不仅包括住宅物

的实体，还涉及村镇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生态环境和聚

落文明等方面。新农村住宅建

设能够改变村镇居民的生产生

活方式，重塑居民居住形态，具

有丰富内涵和广阔外延。因

此，做好新农村住宅建设的工

作能有效防止村镇建房的无序

化，实现村镇住宅规划布局，改

善村镇居民居住条件和环境，

提升村镇整体面貌。

传统民居产业将是新兴产

业，其特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地域分布广，地方性

强，区域功能完整。我国幅员

辽阔，地理特征复杂，每个地域

都有其独特的地理人文特征，

人居群落本身即是大生态不可

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民

居产业要在保护中发展，将地

域独特性保护并传承下来，并

利用优秀的独特资源，发展旅

游产业，形成良性循环经济。

从投资建设角度来看，地域性

也决定着开发规模和开发节

奏，决定公共服务建筑以及市

政设施的配套建设，从而做到

小区域乡村社会功能健全，较

大区域乡镇功能完善的建设

目标。

第二，传统民居产业应以

居民的生产生活为根本，在一定区域内完全满足人们的

社会活动需求和服务需要。因此，除了发展居住建筑外，

区域内的绿色产业也要配套。农本经济和旅游经济是工

业化民居产业发展的“两条腿”，只有注重区域绿色经济

的协同发展，才能做到不单纯为建筑物而建筑，真正为人

居民生而建设，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三，传统民居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必须以建筑工业

化为前提。只有在三个一体化，即在建设过程纵向形成

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建造成果横向形成建筑、结构、

机电、装修一体化；在组织层面形成经营、管理、生产一体

化的工程建设新格局，才能一统民居工程的复杂性，最大

限度地保护地域文化，实现传统民居产业化，拉动地方

经济。

从技术理论以及产业研究来看，传统民居产业的形

成与发展是必然趋势，这来源于内外两个动力：外部动力

一方面来源于城乡建筑本身的居住品质、社会公共资源

分享程度的差异。随着经济整体发展，乡村居民亟待改

善居住环境及设施条件；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城乡差别

也会导致乡村建设存在反向的返乡推动力。结合经济策

略，在产业化内在原动力的各因素中，决定其传播扩散的

核心因素仍是成本因素。在竞争激励下，如果微观主体

能较好地管理成本，就有利于应对困难，增强竞争力，从

而增加未来发展的资本。

本版编辑 陶 玙

在山东滨州的一家大润发超市，记
者拿起一袋真空包装的亿利源牌生牛
肉，用手机扫了一下包装袋上的二维码，
手机屏幕上出现了“溯源平台—查询
页”，显示出该袋牛肉的追溯号码、耳标
号、牧场主等信息。

“从 2011 年 3 月起，我们公司投资
4000 多万元建成山东首家物联网肉牛
追溯系统。”亿利源公司董事长杨振刚介
绍说，一头高档育肥牛的价格是一头普
通育肥牛的 13 倍至 14 倍，而饲养成本只
是两倍多。为养出高档肉牛，亿利源还
请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开出“营养套
餐”。

全株青贮玉米穗和秸秆要一同打
碎，进入青贮池子，经过氨化，整株玉米
就成了既软且香的饲料。这种做法在奶
牛养殖中较为常见，肉牛养殖者鲜有

尝试。
阳信县率先在全省推行“粮改饲”

种植模式。该县的洋湖乡八里泊村共
3600 亩耕地，今年有 2800 亩流转给了
当地一家知名的肉牛养殖、屠宰加工企
业——阳信广富畜产品公司。“种一季
玉米纯收入几百元，青贮玉米达到了
3000 元,而经过肉牛转化后，产值为
4000 元至 5000 元。”村党支部书记赵
彬说，企业租地种的是很少见的全株青
贮玉米。

不到一年时间，除了企业自发流转
土地粮改饲外，该县还出现了三种模式：
一是借箭牛业发展了 5000 亩的订单，由
其提供种子，农民负责种管；二是肉牛合
作社社员把自家地“粮改饲”，这部分数
量最大,有几万亩；三是农民经纪人收购
农户的饲料玉米。如今在阳信“粮食—

经济作物”二元种植结构变成了“粮食—
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种植结构。

“现在阳信的肉牛产业，从种牧草、
牛犊繁育开始,到饲养、育肥、宰杀、分
割、冷藏、冷链物流配送、餐饮及皮毛血
骨的研发加工，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阳信县委书记马福祥说。

阳信能成为肉牛业的“价格高地”，
是因为这里竞争充分，光从事皮革、肉牛
等周边产业的就超万人。在这里,牛粪
也可以被回收发酵，做成叶面肥和固态
肥,用于种植绿色有机果蔬。牛血则可
以提取 SOD，有较高的药用价值。

目前，该县肉牛产业占农业总产值
比重达 41.6%，肉牛产业总产值突破 350
亿元。

2014 年 5 月，阳信县与北京一亩田
集团签订了农产品电子商务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在其运营的一亩田农业网——
目前全国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开设阳
信县特色产业带，并在农产品电子商务
培 训 、 大 数 据 信 息 等 方 面 进 行 深 入
合作。

与此同时，该县畜牧兽医局筹建阳
信清真牛肉电商交易平台，在“线上”对
进驻企业生产过程实行数字化影像档案
监管，对“阳信清真牛肉”品牌产品统一
交割。而在“线下”，已建成的富润广场
可供 50 至 80 家肉牛生产加工企业集中
展示营销，并承担餐饮、宾馆及商品展
示、文化技能培训等功能。“线上”“线下”
一体化流通商业模式,将使阳信肉牛产
业发展如虎添翼。

目 前, 阳 信 县 已 制 定 了 肉 牛 产 业
“十三五”规划。未来 5 年，阳信将通
过中国阳信肉牛养殖重点发展区、肉
牛屠宰加工及冷链物流配送区、生物
科技研发区、肉牛皮革精深加工区、
穆斯林风情小镇高效生态民族产业园

“五区”建设，实现从饲草种植、肉牛
繁育、育肥、屠宰、精深加工到冷链
物流配送、餐饮连锁、皮革深加工等
完整的肉牛产业链条，唱响“阳信清
真 牛 肉 ”品牌，争创中国第一“牛”
县，推进肉牛产业向千亿级产业集群
迈进。

盛夏的福建龙岩绿意浓郁，长汀县
河田镇刘源村的一片竹林里，一只只散
养的河田鸡竞相啄食、相互嬉斗。看着
扑腾跳跃的鸡群，养殖户刘水泉的脸上
写满了喜悦。从 2013 年凑钱养殖河田
鸡，到今天养殖量突破万只，年收入超
过 30 万元，短短 3 年时间，刘水泉一家
实现了脱贫致富梦。

森林资源是龙岩的优势。龙岩是全
国重点集体林区、福建省三大林区之
一，现有林地面积 2388 万亩，占土地
面积的 83.6%，森林覆盖率达 73.1%，
居福建省之首。发展林下经济，龙岩条
件得天独厚，大有可为。为此，龙岩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林下经济发展工
作，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以
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产品采集加
工和森林景观利用为主要类型的林下经
营之路。

林药模式，主要在林下种植铁皮石
斛、金线莲等。连城县规划实施万亩铁皮
石斛、万头梅花鹿、万亩蓝莓“三个一万”
工程，助推林下经济产业化发展。全县计
划到 2020 年林下种植铁皮石斛 1 万亩，
引进多家规模以上加工企业。

林菌模式，种植香菇、红菇、木
耳、竹荪、灵芝等菌类。特别是新罗、
长汀、漳平鼓励林农发展林下种植竹荪
和灵芝，已形成一定规模。随着生态环
境的不断改善，依托阔叶树林，并采用
保育措施，红菇产量逐年提升。上杭茶
地乡翁基村和白砂镇岭背村山林密布，
盛产红菇，个别农户仅红菇收入就可达
万元以上。

林旅模式，即加快发展森林旅游。
龙岩境内山清水秀，森林旅游资源丰
富，类型众多。以漳平天台山国家森林
公园为依托成功开发水上茶乡九鹏溪旅
游之后，龙岩森林生态旅游逐步发展，
相继涌现出武平梁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龙岩国家森林公园江山风景区、上
杭西普陀和福建汀州森林公园等森林生
态旅游开发项目。

此外，林下养蜂、林下散养家禽、
林下驯养野生动物等多种林下经济模
式也在逐步发展中，有的已达到一定
规模。

据龙岩市林业局统计，目前龙岩林
下经济经营面积已经超过 800 万亩，年
产值超过 120 亿元，林农户数 12 万多
户，户均年增收 10 万元。2015 年，龙
岩林下种植经营面积达 207.21万亩，产
值达 15.32 亿元；林下养殖经营面积达
95.34 万亩，产值达 15.01 亿元；林下产
品采集加工经营面积达 433.45 万亩，产

值达 42.01 亿元；森林景观利用经营面
积达 67.45 万亩，产值达 48.89 亿元。林
下经济逐步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
点，成为兴林富民的新领域，极大地调动
了农民的积极性，“绿”“利”双赢、“上”

“下”互促的效应正逐步显现。
为解决林农经营过程中遇到的资金

难题，2013 年以来龙岩市林下经济扶
持 资 金 突 破 5000 万 元 。 其 中 ， 市 级
2014 年、2015 年分别安排 100 万元、
500 万元扶持林下经济发展，许多县区
都安排专项资金对林下经济予以补助。
今明两年，龙岩市财政也将每年统筹安
排以奖代补资金 500 万元，大力支持林
下经济发展。

福建龙岩引导各县区市发展林下经济——

兴 林 富 民 美 生 态
本报记者 薛志伟 通讯员 孔素芳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报道：近日，青海省出台《关于
促进房地产去库存的实施意见》，明确多项优惠政策鼓励
农牧民进城购房居住，为农牧民进城提供住房保障。

《意见》明确，省内各市（州）、县人民政府可结合实际
制定政策措施，与推进新型城镇化相结合，积极支持农牧
民等新市民进城安居。鼓励和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
对农牧民进城购买普通自住房信贷支持力度；青海省金
融办在每年对省内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考核奖励工作中，把对农牧民进城购房信贷支持情
况纳入“金融发展进步奖”进行综合评价；要求各银行业
金融机构加大住房金融产品创新，积极支持农牧民等新
市民进城购房，推进“农牧民安家贷”等业务。对符合当
地落户条件的进城购房农牧民，本人及其共同生活居住
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购房所在地申请登记常住
户口，在教育、社会保险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
遇。此外，对自愿退出宅基地并还耕、还林、还草的农牧
民进城购买商品住房的，按照其退出合法宅基地的面积
以及房屋折旧价值，由所在地人民政府给予一次性购房
奖励。

青海鼓励农牧民进城购房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位于陕西省铜川市照金镇
的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每天都会迎来大批游
客，7 月 1 日当天就迎来了近万名游客。照金旅游业得
到快速发展，得益于陕西省文化旅游名镇建设。

照金镇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
彻底改变老区的贫穷落后面貌，陕西省在文化旅游名镇

（街区） 建设中，依托照金革命老区历史底蕴厚重的优
势，确立了打造红色旅游名镇的产业发展方向，让景区
镇区融合发展，实现了景区群众社区化、社区配套城市
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采取工资+土地租金+商
铺租金+入股分红+创业收入模式，有效解决了群众的
就业创业问题，使群众住得进楼房、稳得住收入、发展
有奔头。

从 2013 年起，陕西省每年安排 1.55 亿元支持资金
启动 31 个文化旅游名镇 （街区） 建设工作。如今青木
川、照金、华阳等特色小镇已成为新的旅游增长点。
3 年来，全省共创建 4A 级景区 8 个、3A 级景区 10
个 ， 实 现 旅 游 人 数 3117.86 万 人 次 ， 旅 游 收 入 达
127.84亿元。

陕西旅游名镇建设成效明显
从2013年起每年投入1.55亿元

早上 7∶30，家住青岛平度同和街道
的黄娟骑着电动车沿着风景优美的秀水
河岸，经过宽阔的同和文化广场，驶过现
代化的工厂区，跨过泽河大桥一拐弯，来
到了位于通达路上的韩国独资青岛东亚
工业公司。

“每天上班都这么惬意，工作、生活都
很舒心。”黄娟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和她一样，居住在同和街道的数万名
居民“获得感”与日俱增，这里的每一天都
演绎着产城融合发展的动人乐章。

同和街道的产城融合发展是平度小
城镇建设的一个缩影，也是该市小城镇建
设的模式之一。近年来，平度市坚持规划
引领、产业支撑、文化传承、风貌塑造的原
则，结合山水资源、历史文化等特色，从农
业全域化、旅游全域化、产业全域化等全
域化视角，全力打造 17 个特色小镇，加快
推进城镇化进程。

规划引领，高起点打造特色小镇

小城镇建设，规划的定位和引领是
重要前提。平度市坚持高起点规划，先
后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美院等
的专家就特色小镇规划进行多次对接研
讨，并邀请专家来平度实际踏勘，针对
平度旅游、产业、历史文化特色，从策
划、规划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确定了
特色小镇板块划分、功能定位、重点建
设项目等。

在规划的引领下，平度确定了强力推
进“大泽·葡萄古镇”“南村·家电小镇”两
个点，重点打造大泽山、茶山、云山、桃花
涧、古岘、旧店等旅游板块，南村家电、新
河编艺等产业板块，蓼兰、店子、明村等农
业板块。围绕基础设施建设、风貌整治、
产业提升等项目，全面提升特色小镇建设
水平。

记者了解到，平度市特色小镇建设
总体规划、南村特色小镇总体规划、大
泽山特色小镇旅游规划以及大泽山三城
路、旅游路风貌整治、天柱魏碑项目方

案已取得初步成果。

产业支撑，为发展提供原动力

小城镇建设，产业发展是重要支撑。
作为工业强镇的南村镇，以海信工业产业
园为基础，突出白色家电产业特色，改造
老旧街区，完成风貌塑造，打造集家电生
产、制作体验、产业文化于一体的江北知
名的家电小镇。“海信南村产业园年产能
过 750 万台，产值超 150 亿元，用工超过
1.3 万人。”南村镇副镇长蒋金伟介绍说，
以海信产业园为代表的新型工业化，吸引
了农村人口到小城镇聚集，促进了就业，
也带动了三产的发展，目前南村镇建成区
人口 8.55万人，城镇化水平达 64.04%。

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南村镇还投资
17.7亿元实施小城市空间色彩改造、基础
配套、综合开发，重点启动“一路、一河、多
节点”改造工程，全面提升城市形象和品
位。走进南村镇，映入眼帘的是色彩斑
斓、清新亮丽的小城镇面貌，道路干净整
洁，建筑物色彩斑斓，一步一景。

明村镇在实现橡胶轮胎、机械铸造、
石墨加工三大“黑色产业”绿色发展的基
础上，注重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和
科技因素引领。“引黄济青”明村水厂工程
建设完成，86个村庄 6万多人的吃水问题
得到了解决；4.7 万平方米的步行商业街
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今年，明村镇还将
启动医院分院综合体（医疗、养老、残疾托
养、计生服务中心四位一体）、农村“六小
工程”建设等城镇项目。

风貌塑造，寻找记忆中的乡愁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小城镇建设承载着更多的“乡愁”。平度
确定了大泽记忆、南村印象、蓼兰种业博
览等展示中心建设，在一点一滴、一砖一
瓦中浸透着“乡愁”。

“良好的地理、生态和人文环境，吸引
着越来越多的摄影、登山、骑行、露营等户
外运动爱好者到大泽山聚集，文化旅游成
为大泽山镇的一张王牌。”大泽山镇党委
书记官祥斌介绍。

大泽山镇山水资源丰富，是“中国葡
萄之乡”。目前，大泽山镇已与青岛城乡
投资集团签订合同，注册成立“青岛城乡

（大泽山）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突出现代
精致农业和现代休闲旅游业两大主题，合
作整体开发大泽山，全力打造全国最具特
色的生态休闲小镇。

据了解，大泽山镇已建特色葡萄庄
园 、 景 区 37 家 ， 各 类 餐 饮 酒 店 70 余
家，每年吸引 60 多万游客前来采摘品
尝、旅游休闲、度假养生。一年一度的
葡萄节，从卖葡萄到卖文化、卖旅游，
让当地的老百姓赚得盆溢钵满，每年带
动农民增收 2亿元。

走进新建成的蓼兰镇种业科技博览
馆，声光电效果和图文实物并茂，述说着
种业特色小镇的发展历史和光辉前景。
有全国“良种之乡”称号的蓼兰镇，今年建
成了种业博览中心，内设天下金粮仓、良
种发展史、种业创新、华夏农耕文化等六
大板块，全面展示蓼兰小麦、花生、蔬菜等
良种的悠久历史、科技创新、产业化发展
等形象。

图为景色宜人

的平度同和文化广

场。同和街道的产

城融合发展是平度

小城镇建设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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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镇 建 设 的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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