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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潍坊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祥
地。近年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成为
当地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尤其是产业链
延伸融合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颇具典
型性。日前，山东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规划编制会在潍坊举行。

“培育做强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链条
双向延伸；培育发展合作社，强化产业全
链条延伸基础；培育壮大服务体系，推进
产业链条向前延伸”，在潍坊市发展改革
部门负责同志看来，只有让产业链、价值
链在融合中纵横延伸，农业的生产、经营
和组织方式才会随之转变，农业农村发
展才能注入新动能。

连日来，记者先后采访了潍坊的寿
光、青州、诸城 3 个县级市，探寻产业融
合发展如何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产业链
各要素如何实现高效配置。

蔬菜大县寿光：

立足一产 接二连三

提到寿光，人们最先想到的是蔬
菜。蔬菜是寿光的优势产业，也是寿光
产业融合的起点。常年播种面积达 60
万亩、年产量约 450 万吨，寿光以蔬菜生
产为重点，突出蔬菜种业、农产品电商、
品牌创建等关键环节，不断完善蔬菜产
业体系，推动相关的二三产业创新发展。

寿光三元朱村是我国冬暖式大棚的
发祥地，还是电商领域的淘宝村。自大
棚种出名堂后，每天都有人到三元朱村
参观。面对络绎不绝的人流，该村开始
发展休闲农业。通过规模种植樱桃，开
发农家乐和采摘游。村民韩晓静家种了
3亩樱桃，每到采摘季就有不少城里孩子
来游玩，一亩能增收3000元。

如今的三元朱村是全国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试点示范村。村党支部书记王乐
义告诉记者，全村以专业合作社为平台，
在生态旅游和农村电商等方面成绩突
出。樱桃采摘园与乐义高效农业园区连
接，形成一条完整的旅游线路，村里年经
济收入达 800 多万元。村内的三元朱农
村淘宝服务站更是覆盖了阿里通信、网络
代购、蚂蚁金服旺农贷等业务，农民在村
淘站里可以在线选购农资，跟专家队伍进
行线上交流，还能在线申请小额贷款。

普通农户要参与农村产业融合，依
托合作社带动是关键。在洛城街道东斟
灌村，村民李保先用上了物联网。打开
手机上的“寿光农产品”客户端，采收信
息等一览无余。借助物联网传感器，可
以通过手机实时监测蔬菜温室的运行，
及时对温室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度等指
标进行调整。村党支部书记李新生说，

村里成立了斟都果菜合作社，发起建立
了蔬菜交易市场，在技术、农资、营销等
方面，为菜农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大家都挺满意。

寿光放大蔬菜品牌优势，着力打造
高端蔬菜交易基地、蔬菜种苗研发繁育
基地和设施蔬菜技术集成推广基地，全
市发展规模蔬菜园区 137 处，种苗年繁
育能力达到 14 亿株；积极探索定制农
业、基地直供、原产地直供等营销模式，
农产品物流园、果菜批发市场全部实现
电子平台交易，蔬菜物流年交易额超过
200 亿元。如今的寿光不仅有农产品批
发市场、菜博会，还打通了从蔬菜到物
流、包装、加工、销售等诸多环节。目前，
全市八成以上农民从事蔬菜生产、加工、
销售，菜农户均年收入达到15万元。

工业大县诸城：

发展二产 前伸后延

诸城第二产业相对发达，在推进农
业产业融合过程中，二产对农业的带动
尤为突出。“如何更好地让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二产有基础相对来说是最容易
的。从诸城来说，集中将一产做大做强，
突破点放在三产上，三产要打品牌、提升
产品附加值等。”诸城市副市长杨连富告
诉记者，2016年9月，诸城成为全国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县，此后着力探
索工业强县的产业融合之路。

诸城市鼓励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对接。通过积极
探索“龙头企业+合作社+农场联农户”
新模式，打破传统的工业和农业相分割
的局面，现在该市 90%的农产品就地加
工转化，90%的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经
营，农民收入的 75%来自于农业产业化
经营体系。2016 年，诸城市农民合作社
达到2517家、家庭农场1340家。

诸城市佳博天益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是山东省确定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企业。公司在相州镇流转了 3100 多
亩土地，种植高产高效良种小麦。公司
总经理马煜平介绍说，公司为农民提供
全托管或半托管服务，打造从良种繁育、
粮食烘干到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服务模
式。为完善粮食托管服务链条，将托管
的小麦委托合作企业进行二次加工，生
产面粉、馒头、面包等产品，提高了农民
的利润空间。

让工商资本下乡去带动农业“接二
连三”，也是诸城市实现三产融合发展的
重要手段。诸城市委副书记孙吉海介
绍，诸城积极实施“工业下乡”，推动城区
骨干企业向镇街、社区延伸产业链条，形
成了以城区企业为龙头，镇街、社区企业
协作配套的“龙形”工业经济发展格局。
目前，有 18 万农民在家门口变成了产业
工人。同时，引导更多民间资本进军农
业领域，大力发展休闲农庄、特色农场
等，建设融合示范园区 20 个以上，推动
产业链相加、价值链相乘、供应链相通。

在诸城市皇华镇南部山区，成千上
万棵榛子苗木正茁壮成长，这是诸城市
华欣铸造公司投资建设的高科技农林一
景，也是诸城工商资本助推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的案例。华欣铸造是一家铸造企
业，如今他们将发展的触角延伸到了农
村一三产业。计划通过土地流转、免费
提供苗木、保底价收购等方式种植 2 万
余亩平欧杂交大榛子，现在已经种植了
3600多亩，让6000余农户受益。

花木大县青州：

创新三产 功能拓展

在青州市黄楼街道，有一处占地
1680 亩的中国北方花卉交易中心，每天
往来于此的花卉运输车辆达 1780 辆，连
结了 1.1 万户花卉种植户。黄楼街道花
卉管理办工作人员严隽说，黄楼 96 个村
中有 58 个是花卉专业村，8.7 万人中有
5.8万人从事花卉相关产业。

在交易中心，记者见到了千卉千姿
花卉公司的老板单连娟，她的企业主营
文心兰、菖蒲等销售。该公司从花卉交
易起步逐步扩张到上游的种植领域和下
游的花卉综合服务领域。不仅在交易中
心和青州市内有多处门店，还在淘宝网
上开了网店，每天有几百单生意。

亚泰农业是一家以高档花卉及花卉
种苗的生产、销售、研发为主的花卉龙头
企业。在亚泰农业的花卉 DIY 体验馆
里，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进行亲子花卉
游。工作人员李天宇介绍，每到节假日，
来这里的人络绎不绝。

离花卉体验馆不远处就是花卉电商
运营中心和花卉电商孵化器，为入孵企
业提供物流、材料、行情等方面的服务。
目前已入驻商户 38 家。数据显示，整个
青州市的花卉电商企（店）已近 400 家，
交易额达到 18 亿元。近年来，青州与建
设银行合作创建青州花卉馆，与成都花
木所合作筹建中国青州盆花交易结算平
台，新建成中国花卉电子商务交易中心，
花卉电商发展势头良好。

花卉科研是当地产业链延伸的另一
个着力点。依托花卉种苗研发中心，青
州整合科技资源，开展花卉种苗、新品联
合攻关，培育成一批适合北方种植的花
卉新品种，并加大其示范推广。目前，已
建成山东省竹芋研发中心等 10 家研发
机构，组建山东省蝴蝶兰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等 3 家花卉联盟组织，成功研
发“青州仙子兰”等8个新品种。

从花卉旅游到花卉电商，从花卉科
研到花卉展会经济，近年来，青州市创新
花卉产业触角，将花卉深加工、花卉销
售、花卉旅游以及花卉服务业有机融合，
提高花卉产品附加值。据青州市发改局
局长孟庆广介绍，目前，青州在加强传统
花卉生产的同时，形成了花卉生产与花
卉旅游相结合、花卉科研与花卉科普相
结合、花卉生产与花卉电商相结合的产
业发展格局。

潍 坊 三 县 各“ 延 ”其 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山东潍坊在农村一二三产业链延

伸融合方面颇具典型性。潍坊的寿

光、青州、诸城3个县级市，分别是蔬

菜、工业和花木大县。三县立足各自

优势，以多种创新形式进行产业融合，

实现了产业链各要素的高效配置

在我国，农业是千家万户搞生产、千
军万马搞流通，面对千变万化的大市场。
农产品在加工中提质，在流通中增值。然
而，长期以来，很多农民却未能享受到产
业增值的利润。总体而言，农业产业链不
完善不健全，农村一产不强、二产不优、三
产不活，生产、加工、流通没有融合，导致
一二三产衔接不畅是主因。因此，产业链
延伸是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前提。

目前，推进产业链延伸型的融合发
展模式对于增强农业竞争力、带动农民
增收和发展县域经济的积极意义在部分
地区已清晰显现。以山东为例，全省与龙
头企业建立对接关系的农民合作社有
12306 家，全省参与产业化经营的农户达
1900 万户以上，户均增收 2600 多元，占

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超过45%。
产业链延伸的形式有多种，既可以

立足农业，向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服务
业融合，也可以依托农产品加工或流通
企业，建设优质、高效、生态的农产品原
料基地。此外，还有各类交叉延伸模式。
但不管哪种形式，都离不开对农业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打造和对农业生
产、生活、生态功能的挖掘。

以山东省为例，该省以主导优势产
业为依托，拉长融合发展链条。根据每个
涉农县都有 1 至 2 个主导优势产业的实
际情况，鼓励引导在“一县一品”的基础
上，拉长产业链条，拓展价值链；以新产
业新业态为导向，培植融合发展亮点。推
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与现代农业

结合，催生了许多新产业新业态；以农业
多种功能为基点，挖掘融合发展潜力。推
动农业与旅游业、文化产业、能源工业等
相结合，实现农业的多功能发展。

从全国来看，产业融合仍然是新事
物，农村二三产业总量依然偏小，产业链
条短、加工增值率不高、产业集聚度低。
农产品“种植+加工”“种植+销售”模式
相对成熟，但产业链大多止于二次融合，
农村三次产业交叉融合的深度还不够。
在不少省份，新型经营主体大多处于产
业价值链中低端，龙头企业辐射带动力
较弱，农民合作社作用有待加强。

解决以上问题不妨从新型经营主体
角度做文章。新型经营主体是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的主导力量，也成为破解产业融合

瓶颈的关键一环。要完善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努力引导不同
利益主体之间形成风险共担、互惠合作和
激励相容关系，引导其形成分工协作、优
势互补的新格局。可以采取订单收购、最
低价保护收购和以生产资料入股的方式，
打造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

总之，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不是
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在此过程中，要立足

“农”的发展定位，姓农、靠农、为农，带动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农民群众
增收致富、带动农村繁荣发展；要突出

“企”的发展主体，让企业唱主角、市场做
决定，政府主要建平台、搞服务、优环境；
要遵循“融”的发展路径，用利益的融合
促进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互联互通。

融合不是简单算术题
乔金亮

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县。为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灌云县重点加快农业向二、三
产业拓展延伸，突出发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高效设施
农业、生态观光农业，培育农业“产、加、销+互联网”新业
态，壮大农业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

日前，记者来到灌云县侍庄乡沈庄村水蛭养殖基地，
只见田边的一排排晾晒架上挂满了水蛭，地上几张芦席
上摆放着即将晾晒好的水蛭，一派丰收景象。

沈庄村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去年合作社通过捕捞
田螺、喂养水蛭、产品加工等环节，带动 120 户低收入家
庭实现家门口就业，户均年增收3000元以上。

灌云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兆素介绍，该县以培育龙头
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载
体，推动农业结构调整。

灌云县委书记左军表示，灌云将依托资源禀赋，摆脱
传统路径，始终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增长、生态发展之路。

灌云县利用地处江苏沿海经济带、东陇海线产业带
和长三角经济圈的交叉辐射地带的区位优势，加快引进
新兴产业。2016年，灌云县新上的项目80%以上都属于
新兴产业，新能源产业产值增幅达96.8%，其中天骄锂电
池等项目还列入国家火炬计划。

近日，年产10万辆新能源汽车项目签约仪式在灌云
县行政中心举行。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和整车生产等
项目，对灌云县工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将发挥重要的引领、
示范和辐射作用。

记者了解到，2017 年，灌云县将以绿色项目建设为
重点，打造转型升级新优势。重点打造新能源、临港加工
物流、原料药、石化及新材料等项目。

江苏灌云：

绿色增长带动产业结构转型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吴爱梅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有个
小村叫罗文村，两年前因为
一个给村里民居涂鸦的创意
而成为“网红”。一到周末，
来村里观赏涂鸦艺术的游客
络绎不绝，好客的罗文村民
在自家门口摆摊设点，销售
湖区特色的农产品和美食供
游客品尝。

走进罗文村，村口的两
栋民居外墙上，一边画着老
爷爷，另一边画着老奶奶，二
老微笑着迎接每一位进村的
游客。

街道两边民居的墙壁
上，画风各异的涂鸦作品趣
味十足：吹长笛的红衣少女、
魔幻世界的卡通人物、栩栩
如生的大金龙、可爱的大公
鸡 、畅 游 大 海 的 蓝 色 麒 麟
⋯⋯一幅幅涂鸦壁画把乡村
民居装点得俏丽而灵动。

涂 鸦 文 化 本 是“ 舶 来
品”。南县创新性地将“潮范
儿”的涂鸦艺术与有点“土”
的农村房屋相结合，再加上
村里的万亩油菜花海，共同
形成发展乡村旅游的特色
资源。

罗文村到处都有涂鸦的
身影，墙面、树木、灯杆、桥梁
都成了涂鸦的载体。专程而来的游客或徜佯花海，或驻
足留影、品尝美食，好不惬意。

罗文村村民何山告诉记者，自从村居上有了画，村里
就变了样，游客多了，生意好做了，收入增加了，生活更幸
福了。

村民周桃英在自家门前摆起小摊，卖水、卖甘蔗。“今
天客人多，忙不过来，我把城里上班的大女儿叫回来帮
忙。”看着自家生意如此好，周桃英有感而发：“以前费力
不赚钱，现在赚钱不费力。”

据悉，罗文村目前每年能吸引数万游客参观游玩，助
力村民户均增收8000元以上。

眼下，罗文村正在探索发展乡村旅游的新路子，将一
季花海变身为四季花海，并逐步扩大涂鸦村面积，让旅客
自己也能涂鸦创作，既能徜徉田间地头的花海之中，也能
亲身体验涂鸦乐趣。通过打造“涂鸦+花海”的乡村旅游
品牌，让罗文村成为“文化+生态”的特色旅游村。

记者了解到，南县将发展全域旅游作为转型发展、促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措施，并大力助推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逐步将南县打造成集生态观光、休闲度
假、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洞庭湖区旅游胜地，全面打响“洞
庭生态游”品牌，建成全省旅游强县和全国知名旅游目的
地。罗文“涂鸦村”就是南县探索全域旅游的一个范例。

南县县长黄育文表示，涂鸦之所以与南县结缘，是因
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年轻、开放、富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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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村的涂鸦与民居浑然一体。
本报记者 徐 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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