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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洞庭湖之南，育四羊方尊之贵，取
“安宁之乡”而得名的湖南宁乡，近年来
凭借县域经济实力跻身全国百强县排行
榜。其中，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成为当
地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在农业内部融合
方面独具特色，在国内颇具典型性：农牧
结合、农林结合、循环发展已趋成熟，粮
食、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逐步
优化。

作为一个深居内地的小城，要让农
业产业融合发展融出规模、合出效益，并
非易事，宁乡是如何做到的？

种啥养啥不再单兵作战

农业内部融合发展强调优化农业种
植养殖结构，首先要有资产整合，其次要
有产业结构调优。宁乡选择首先在土地
的资产整合上动脑筋。

在宁乡大成桥镇鹊山村的陈列室
里，摆放着几本厚厚的笔记本，密密麻麻
地全是关于土地合作经营的会议记录。

“土地合作经营刚开始时，很多老百姓不
理解，不愿意入股。”鹊山村党支部书记
陈剑说，为了让大家理解支持，头一年村
里开了大大小小几百次会议，一轮轮听
取村民意见、完善方案，终于成就了全国
有名的土地流转“鹊山模式”。

说起当时村子的状况，陈剑直摇头：
“村里就是稻谷＋稻草，没有产业，青壮
年都外出打工，地还得花钱请人种。”

怎样解决“有田无人种”的问题？陈
剑尝试从土地改革入手，把村里的零散
田块整合起来，再组建土地合作社，农民
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统一将耕地
对外租赁。陈剑说，3 年来，村委班子通
过走访调研和会议讨论，最终商议出采
取“基本分红+二次分红”的收益分配方
式，基本分红按人口分配，有田有人的
300 元/亩/年，“有人无田”和“有田无人”
的 150 元/亩/年，基本分红之外的部分
再按入股比例“二次分红”。到 2016 年
底，全村 1168 户村民，只剩 11 户没有签
订土地流转协议。

为了让土地增值，鹊山将耕地划分
成生产片区，租赁给新型职业农民耕
种。采用“水稻＋生态”的种植模式，将
虾、鳖、鱼与水稻混合种养，建设葡萄、柑
橘等特色农业产业基地，并发展起农业
休闲旅游。“全村 4500 多亩土地全部实
现‘双种双收’，抛荒现象基本杜绝。”陈
剑说。如今，鹊山村村民变身“三金农
民”，既可以拿租金，还能享受土地合作
社的二次分红，如果愿意种地，还能再有
一笔劳动工资，收入比往年翻番。

种植产业“合”出成果，养殖产业也
“融”出了效益。在湖南省流沙河花猪生
态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花猪养殖基地，

几处养猪场、一个沼气池、九级污水生态
处理池、一片林地和蔬菜地，就构成了养
殖产业的内部循环体系。公司董事长李
述初说，宁乡花猪养殖投入大、风险高、
利润空间小，这种结合模式既可废物利
用、节约成本，也能最大限度降低环境污
染，还能防止疾病交叉传染，一举多得。

将工业理念植入农业链条

杨立明是宁乡花明楼镇大夫堂村的
种植大户。两年前，杨立明流转了 130
多亩耕地，全部种上水稻，挣了不少钱。

“多亏签约了卫红米业，技术有指导，买
农资便宜，烘干更方便，收购价还比市场
价高。”杨立明说。

卫红米业有限公司是宁乡当地的一
家粮食加工企业。董事长周正春认为，
农业发展离不开加工企业的带动，影响
粮食加工企业效益的核心是粮食质量。
为了提高稻谷品质，周正春在 2007 年就
流转 2000 多亩土地，种优收优。通过这
一过程，他发现粮食质量是一个综合问
题：种粮技术提升缓慢、规模经营瓶颈难
以突破、社会化服务组织不健全等都影
响着粮食生产。

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周正春与农户
签订协议，农户把稻谷按国家最低收购
价托底交给卫红米业，可以按当时的市
价收取现金，也可以等来年开春市价最
好时按最新行情收取现金，卫红米业的
收购价保证不低于国家最低收购价。除
了保底收购加工，卫红米业还实行全产
业链服务，签订协议的农户，从种植品种
选择、耕地整地、治虫施肥、收购风干、销
售保价都可以享受到卫红米业的全程服

务。去年，卫红米业还创办了卫红粮食
学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带领农民科学
种粮。

粮食品质上去了，农民售卖的粮食
价格随之上涨。目前，优质稻谷在卫红
米业的最高收购价达每百斤 210 元，远
高于国家稻谷的最低收购价，卫红米业
的品牌价值也逐渐凸显，成为湖南知名
的粮食加工企业。

通过加工平台串联上下游产业，宁
乡找到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
现实通道。宁乡发改局局长刘寄华说，
宁乡为了促进加工业发展，下了很大力
气打造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现在拥有
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和国家级经开区农
产品深加工创业园，共有农产品加工企
业 1352 家 ，企 业 品 牌 数 量 居 湖 南 省
第一。

政策给力、产业集聚和平台优势，吸
引了诸多外地企业来宁乡投资建厂，推
动了本土农业产业发展。皇室集团湖南
优氏乳业就是一家落脚在农科园的大型
乳企，集团总裁华昌明说，湖南乳业市场
空间大，但本土乳企发展欠佳，存在供需
矛盾。湖南乳业要发展起来并且走出
去，需要好的龙头企业带动。目前，拥有
全产业链的优氏乳业开发乳制品 50 多
种，带动几千亩牧场种植，解决了几百户
农户就业，帮助农民创收过亿，也为“湘
乳崛起”起到示范作用。

打通市场与生产通道

有了规模种养能力，又拥有深厚的
加工业基础，如果没有强大的物流中心
支持，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将后劲不足。

正在建设的长沙大河西农产品物流
中心填补了这一空白。物流中心顾问叶
仁文告诉记者，大河西农产品物流中心
是湖南省规模最大的农产品一级批发市
场，建有各类商业交易大棚和商铺、专业
市场、农产品深加工基地、现代农业实践
示范基地，以及淘宝、京东、大河西电商
平台等线上销售体验平台，既可解决长
沙 河 西 近 150 万 人 口 及 周 边 城 市 近
6000 万人口的吃菜问题，也为宁乡及整
个湖南农产品提供了一个展示交易的
平台。

“中心还为湖南 51 个贫困县各提供
一个门面，供他们展示和销售农产品，此
外还设立了一个电子商务平台，贫困户
免费入驻，帮助其线上线下卖产品。”叶
仁文说，物流中心一端连着田间地头，一
端直接伸向消费市场，真正解决了农业
产业融合“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建设物流中心，是让“湘品出湘”，发
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则是让“外地人
进宁乡”。在湘都生态农业园，但见葱葱
翠绿里，露营采摘有童趣，特色民居很悠
闲。这个流转永盛村耕地发展起来的农
业园，经过综合治理，已成为集农业生
产、观光、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生态之乡，
游客常年络绎不绝。村民刘晓萍干脆将
自己的民居改为客栈：“村里环境好了，
来旅游的人也多了，现在每年能挣近 10
万元，比打工强多了。”

依托当地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资
源，宁乡培育出一批高端生态循环农业
和特色小镇，把村庄变景区、农民变股
民、村居变客房、土货变礼品，探索一
二 三 产 互 融 互 动 发 展 的 现 代 农 业 新
模式。

宁乡：把力气花在“做平台”上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华林

一个深居内地的小城，凭借政府

和市场“两只手”的合力，在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上闯出了自己的名堂，通

过源头融合、加工融合、末端融合，逐

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农业内部融合型的

三产融合新模式。请随我们的记者到

湖南宁乡去看看

产业融合并不是件新鲜事，尤其在

农村地区，无论是收购粮食、土鸡、鳝鱼

的经纪人，还是做棉花加工或餐饮贩运，

只要想把生意稍微做大一点，都会很自

然地向产业链的两头延伸。比如，经纪

人可能从事加工、餐饮老板可能去搞种

植养殖，这就会自然地形成我们今天所

说的产业链，形成一二三产业多业融合。

不过，这种自发出现的一二三产业

融合，要融出特色、形成优势、形成新格

局，单凭一个或几个“能人”“老板”努力

还很不够，特别是在以农业经济为重点

的县域经济中，不仅缺资金、缺资源，最

缺的还是人才，是懂经营、懂市场、有发

展眼光的人才。这个时候，除了让市场这

只手充分发挥作用，让各种“能人”在市

场里腾挪转换，还有重要的一步，就是发

挥好政府这只手的引导与支持作用，使

政府在信息、人才、政策、资金等方面的

优势形成市场良性发展的稳定剂、催化

剂和推进器。只有“两只手”形成合力，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才能真正展现魅力。

以宁乡花猪的成长为例，这种本地

黑白花土猪，在农民自发养殖的年代已

濒临绝迹，当地能人李述初下了血本繁

殖花猪，但因为市场和资金等原因几近

倒闭。危机之中，当地政府部门协助把

土猪纳入农业部种猪保养项目，在资

金、技术等方面给予扶持，后来又把宁

乡花猪作为品牌纳入县域产业发展规

划。如今，宁乡花猪形成了内部循环种

养，外部养、种、加、销一条龙的多产

业高端品牌链条。

宁乡在总结这一现象时认为，没有

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充分结合，就没

有宁乡花猪的今天。这一道理，可以看作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和县域经济发展的

内在逻辑。一直以来，在农村产业发展

中，许多地方都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放

任不管，各地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政府缺

乏规划、缺乏引导，常常导致村村点火户

户冒烟式的产业低端重复雷同、一窝蜂

形成卖难；要么当管家婆婆，管得太细太

苛，甚至统一强迫要求大家种啥养啥加

工啥，结果市场一出问题麻烦都到了政

府部门。

所以，让“两只手”形成合力，绝不只

是纸上的要求或嘴上的口号，而是政府

部门的一道现实必考题。在当前深入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

农村一二三产业如何融合、县域经济如

何发展，需要以新的发展理念来统领提

升，这既要让市场做主回答，也要发挥好

政府的优势，怎么管、管什么、管到什么

程度，需要有科学严谨的态度和改革创

新的勇气。

“两只手”形成合力才有魅力
瞿长福

本报讯 记者王新伟 吴秉泽报道：日前，贵州省福
泉市富民村镇银行对所辖多个行政村提供“整村建档，连
片授信”服务模式，此项服务为当地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提
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持。

据了解，截至去年底，贵州省已组建村镇银行 62 家，
覆盖了 70%的县域，资产规模达到 332 亿元，各项贷款余
额 205亿元，户均贷款 21万元，支农支小特色显著。

村镇银行是立足县域，以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为
战略定位的社区银行。贵州省银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贵州村镇银行整体发展质量良好，已成为扎根县域、支农
支小的新生力量，在激活农村金融市场、健全农村金融体
系、发展普惠金融和支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在业务规模上，贵州省村镇银行成为服务县域经济
的重要力量。在金融服务方式上，村镇银行的决策链条
短、经营机制灵活，按照市场化原则逐渐形成了贴近农村
实际的业务流程，开发了 40 多种针对当地经济和产业特
点的信贷产品。

近年来，贵州省村镇银行积极发挥自身股权结构优
势，通过争取发起银行支持，逐渐建立起城市资金回流农
村和农村资金留在农村的渠道，为农村地区拓宽了资金
来源。

覆盖 70%县域

村镇银行成贵州支农支小新力量

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王沙塘畬族村村民正在晒竹木

拉丝。近年来，该县在抓好“大项目入园区”的基础上，开

创了“小项目进村居”的新路子。 黎泉珠摄

江西崇仁：小微项目进村促就业

图① 以工业思路抓农业，使一杯茶融合了种植、加工、销

售，打通了茶农、工厂、市场，推动了山村、园区、县域。图为宁乡

沩山茶叶园。

图② 加工平台串联上下游产业，宁乡找到了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的现实通道。图为宁乡食品加工企业流水线。

本报记者 瞿长福摄

图③ 大型综合交易市场是引导推动产加销链条延伸发展

的重要平台，也是宁乡三产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图为长沙大

河西农产品物流中心。 本报记者 李华林摄

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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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农业内部融合型？即以农牧结合、农林结合、循环发展为导向，调整优化农业种植养

殖结构，加快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加强农

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相统一的模式

4 月以来，从南到北，桃花、
梨花、油菜花竞相争艳，各类赏花
节庆活动陆续登场，赏花旅游火
爆异常。

我国花卉资源丰富，是世界
上花卉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截至 2016 年，全国花卉种植面积
130.55 万公顷，具有得天独厚的
赏花资源优势。随着高速铁路网
和高速公路网的完善，加上双休
日、小长假、黄金周以及带薪休假
的假日体系，使赏花经济既有经
济支撑，又有时间保证，发展前景
广阔。

正是看到了这些好处，近年
来，各地赏花旅游迅速崛起，赏花
景区“遍地开花”。数据显示，今
年 3 月以来，各地举办赏花类节
庆活动达 2000 余个，几乎每个
县（市、区）都有自己的赏花节会，
有的县还同时举办多场节会。

“今年赏花节庆的气氛明显
较往年来得更早，也更浓郁。”携
程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春季气
候温暖、适宜出行。

尽管赏花经济发展得如火如
荼，但是其自身存在的一些短板
问题，却在不断制约着赏花经济
的长远发展。同质化竞争、季节
性短板、产业链断裂等都对赏花
经济产生影响。

记者了解到，有些县市圈地
种了一片花田，仅仅为了门票收
入，一旦花期过了就不再管理，也不会开发更多可以提升
观赏体验和增加消费的活动，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同质
化现象。旅游爱好者李红说，目前各地赏花地点多，活动
也多，但内容和形式都差不多，同质化问题严重，除了去
走走看看，再拍照留念，剩下就没什么了。

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赏
花品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花期比较集中，还缺乏一
种长期投入，除了看花还是看花，没有其他的旅游项目。”

配套设施不完善也严重影响了游客的观感。有游客
吐槽说，不少景区没有足够的停车场，游客如织的假期，
车位难求；沿途难觅厕所，导致游客内急“无解”；农家乐
服务跟不上，排队吃饭的现象屡见不鲜。

专家认为，赏花经济可以将乡村资源与旅游经济有
机结合，形成很多看点，让游客来了一次还想再来。江西
婺源把油菜花从传统的农作物种植，上升到观光农业，并
将油菜花与当地徽派建筑徽派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形成
了婺源独有的自然景观。

游客赏花不是走马观花，更愿意领略与花相关联的
文化意境。如果赏花景区没了历史民俗文化，缺乏厚重
的文化底蕴和根基，那就很难“花香四溢”。

业内人士表示，过度跟风易导致同质化竞争，各地应
开发出不同的赏花产品，不同景点间互串互联，以更丰富
的活动和产品来共同做大赏花经济蛋糕。

说到底，还是结构问题。有评论认为，一花独放不
是春，单一的项目和时间支撑不了整个产业。发展“赏
花经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以花为媒，开发丰富
多彩的旅游产品，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这样才能念
好“花样经”。

赏花经济别成一锤子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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