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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荆
特色小镇要结合本地产业和文化特点来建设——

建设特色小镇不只是盖楼卖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近年来，我国特色小镇建
设步伐逐渐加快，但也出现了
借特色小镇之名行房地产开
发之实的现象。
有关专家建议，要鼓励房
地产企业参与特色小镇的投
资建设，但不能纵容特色小镇
的“房地产化”。一方面要引

林火灿

▷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陈亚军：特色小镇受一些房企的追捧，主要
是因为以特色小镇名义向政府拿地成本相对较低，但这和特色小镇建设的初衷相背离。
▷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产业所所长荣西武：特色小镇建设
确实需要适度建设一些房地产项目，但如果以房地产为主、房地产先行，就会演变为房
地产“一业独大”，所谓的“特色”也将千篇一律。
▷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小城镇开发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田野：房地产企业也需要进
行角色转换，不能再把自己简单地定位为盖楼卖房，而要转型做好特色小镇的运营商，
把企业发展与特色小镇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导房企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
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中来；另

地产化’。”田野说，特色小镇发展中，需要
做到产业主导、规划先行、基础设施配套
完善。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特色小
镇建设，应该用好 PPP 模式，引导房企参
与到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中来，先促进人口的集聚，然后再根据需
求进行房地产开发。
田野表示，在此过程中，房地产企业
也需要进行角色转换，不能再把自己简单
地定位为盖楼卖房，而要转型做好特色小
镇的运营商，把企业发展与特色小镇更紧
密地融合在一起。
荣西武也指出，小镇的综合承载能力
十分有限，因此，要防止房地产商在短期
目标上追求过大，把房企的投入产出与小
镇长期的收益回报捆绑起来，防止房企在
盈利前景不好或财务长期难以平衡的情
形下，退出小镇运营。

一 方 面 也 要 抬 抬 进 入 的“ 门
槛”，设好发展的“界限”

近年来，我国特色小镇建设步伐逐渐
加快，一些特色小镇已成为地方经济结构
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载体。
不过，中国经济信息社近日发布的一
份《全国特色小镇培育建设报告》
（以下简
称《报告》）指出，当前一些地方对特色小
镇的内涵和发展理念缺乏正确认识，存在
借特色小镇之名行房地产开发之实的现
象，特色小镇建设正成为个别房地产企业
新的“掘金点”。
有关专家表示，在鼓励房地产企业参
与特色小镇建设时，也要防范特色小镇重
走“房地产化”的老路。当前，既要把房地
产企业的投入产出与特色小镇的长期收
益回报捆绑起来，也要围绕本地实际，加
快打造特色产业，科学培育特色小镇。

依产业需要定城镇规模

特色小镇解决大问题
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国的特色小镇包
括特色小镇和小城镇两种形态。前者是
指聚焦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要
素，不同于行政建制镇和产业园区的创新
创业平台；后者是指以传统行政区划为单
元，特色产业鲜明、具有一定人口和经济
规模的建制镇。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产业所所长荣西武看来，特色
小镇对于大量农业富余人口涌入大城市
将起到“蓄水池”分流作用，不仅可以有效
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统筹城乡
发展，也是破解大城市交通拥堵等城市治
理难题的现实选择。特色小镇还是实现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载体，是破解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转化和
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一项有效尝试。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小城镇开发专业
委员会副秘书长田野表示，镇一级在推进
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一直缺乏有效抓
手。而按照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要实现
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必须通过特色
小镇建设，在发展小镇特色经济的同时，
以点带面，解决城镇化带来的各种问题。
根据中央部署，有关部门和地方先后
制定了特色小镇建设的相关政策。根据
《报告》，截至今年 1 月份，全国共发布特
色小镇相关政策 105 个，其中有 21 个省
（区、市）、33 个地级市发布了特色小镇相
关政策。
在各项政策的推动下，特色小镇进入
了快速发展阶段。
《报告》指出，首批入选
的特色小镇在产业形态、生态环境、传统
文化、服务设施和体制机制等方面明显走
在发展前列，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发挥
了显著的引领作用。

山东省即墨市灵山镇“玫瑰小镇”产业园的农民在加工玫瑰花茶。 （新华社发）
例如，浙江德清莫干山小镇依托良好
的生态资源，
引进国内外投资商打造的
“裸
心谷”
“法国玫瑰庄园”等项目已经成为长
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知名的度假地点，带动
了全镇全县民宿服务业的发展，给莫干山
镇的居民收入和税收收入带来持续增长。

特色小镇受房企热捧
值得注意的是，自去年首批特色小镇
名单公布和相关政策发布以来，已有多家
房企发布了小镇战略，陆续有万科、绿地、
碧桂园、美好置业、南山控股等上市公司
披露了涉足特色小镇建设的计划。
《报告》披露，一些地区存在借特色小
镇之名行房地产开发之实的现象。例如，
在珠三角地区，某房地产企业借助“科技
小镇”概念推动产业地产，获得地方政府
大量土地资源支持；在长三角地区，一家
房地产企业打算在大城市周边打造标准
化的“农业小镇”，两平方公里农业区配套
一平方公里建筑区，计划承载 3 万人。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副司长

陈亚军表示，特色小镇受一些房企的追
捧，主要是因为以特色小镇名义向政府拿
地成本相对较低，但这和特色小镇建设的
初衷相背离。
“在房地产业两极分化、热点城市监
管趋严、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压力高企、房
地产企业面临转型压力等背景下，房地产
企业嗅到了特色小镇带来的商机。”荣西
武说，特色小镇建设确实需要适度建设一
些房地产项目，但如果以房地产为主、房
地 产 先 行 ，就 会 演 变 为 房 地 产“ 一 业 独
大”，所谓的“特色”也将千篇一律。
荣西武进一步分析说，房地产商介
入，会使住房成本、土地成本、生活成本、
创业成本、融资成本等大幅度增加，客观
上将抑制特色小镇的发展。而且，通过盖
房建成小镇容易，但产业导入难。房企一
般缺乏引入实体产业的资源，也缺乏运营
实体企业的经验，而一旦城建起来了，产
业却发展不起来，形成不了可持续的产业
生态，特色小镇建设就会重新回到出售物
业以平衡开发资金的传统道路。
“我们鼓励房地产企业参与特色小镇
的投资建设，但不能纵容特色小镇的‘房

从各地特色小镇建设的进展看，不少
小镇依托原有产业优势、历史人文积累和
资源禀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报告》也指出，一些特色小镇的“面
子”好看，但基础设施配套、服务配套等
“里子”不足；有的地方政府举债建设特色
小镇，风险较大；有些地方不注重挖掘本
地资源，忽略文化、产业支点。
“特色小镇的特色，关键在于产业特
色。”田野说，特色小镇建设，应该更多地
结合当地的产业资源来展开。例如，在经
济发展较为发达的浙江省，已经涌现出渔
业小镇、袜业小镇等一批有特色的小镇，
形成了良好的产城互动。在一些实体经
济还欠发达或者产业发展不够集中的地
区，也可以从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资源入
手，着手打造以旅游文化为主的特色小
镇，让更多具有历史韵味的文化和独特的
传统产业在特色小镇中得到传承。
“科学培育特色小镇，
必须依据产业需
要确定城镇规模。
”
荣西武指出，
特色小镇建
设应根据产业集聚趋势、
规模和用地需求，
适度确定城镇规模，
避免过去在产业园、
大
学城和新城建设中出现过多次的“运动式
造城”
现象。同时，
在用地结构上严格控制
特色小镇建设中住宅用地的配建比例，并
加强对房企主导的小镇规划的系统设计、
盈利模式和后期运行方案等重点内容的把
关，
并建立规划实施的跟踪评估机制。
荣西武还建议，要针对不同类型企业
主导的特色小镇，出台分类指导政策，鼓
励有实力、有市场的实体企业参与特色小
镇开发、运营；适当提高房企参与特色小
镇开发和运营门槛，对其资金规模、可持
续建设能力、项目的综合收益等做好综合
评估，对其规划设计、盈利模式和后期运
营方案进行严格把关。政府在做好引导
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让
企业全程参与特色小镇的设计、规划、建
设、管理等过程。

山西沁水：

“ 文化
文化+
+ 景观
景观”
”点亮全域旅游
本报记者

“才闻空山鸟语，
又听林涛隐隐”
是地处
太行、太岳、中条 3 大山系衔接处的山西沁
水人生活所居的真实写照。近年来，
借地域
优势，
沁水县将全域旅游作为县域经济发展
的重点工程来打造，使县域经济驶入快车
道。沁水县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侯杰说，
仅
在 2016 年，
沁水县就接待游客 406.87 万人
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3.75亿元。
沁水是人民艺术家赵树理的出生地，
他创作的《小二黑结婚》深受沁水人文情
怀的影响。近年来，沁水县深挖赵树理文

化底蕴，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打造旅游品
牌。沁水县委宣传部部长张瑞忠告诉记
者，
“ 沁水对弘扬赵树理文化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也应该承担弘扬赵树理文化的
责任”。正在举办的首届山西沁水赵树理
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以“千年古县·如画
沁水”为载体，把文化旅游同体育健身、生
态休闲、农业体验结合起来，把杏花节、黄
花节、梨花节、槐花节等特色活动串联起
来，将各种旅游活动、景点和线路推广出
去，促进全域旅游的发展。活动从 4 月持
续到 9 月，覆盖整个旅游旺季。
2016 年以来，沁水县大力引进外来资
本助力旅游发展。去年下半年，山西高新

生于湖北省应城市一个
小乡镇的尹玉刚，
毕业后在劲
牌公司从事品牌营销工作，
之
后又在广州、
上海等一线城市
打拼。后来，一个偶然的机
本报记者
会，
尹玉刚回到了家乡。他开
始盯住农业做文章。
尹玉刚先是在湖北荆州
成立了湖北山良综合种养合
郑明桥
作社，从事水产养殖、水果蔬
菜种植、粮油加工等，业务覆
盖荆州各县市乡镇区。
之后，他成立了湖北金
通讯员
荆农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在 2014 年与荆州市农业
局共同打造荆州农业公共品
杨雄飞
牌 —— 荆 楚 味 道 。 双 方 约
定，荆州市农产品可以免费
使 用 荆 楚 味 道 品 牌 。 2015
年，尹玉刚又成立了荆楚味
道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通过
做展会，扩大“荆楚味道”的
品牌影响力。其中，最成功
的就是公安县“荆秋缘”葡萄
音乐节。美食与音乐的搭档
吸引了众多游客，1000 多亩
“夏黑”葡萄 13 天之内全部
卖光，最高的卖到一斤 68 元，8000 多万元的销售收入
大大超出农民预期。
如今，只要是荆州特色的农产品，都会冠上“荆楚
味道”的品牌，越来越多消费者喜爱上这个品牌，
“荆楚
味道”也让荆州农产品在湖北乃至全国脱颖而出。

尹玉刚说 —
县域经济要发展，农民要增收，关键在于打造具有
市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农业的竞争，农
产品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农产品加工业的竞争。
要想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构建全产业链条，如果没有一
批加工龙头企业的带动，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无从
抓起，农业转型升级也会成为空谈。
我认为，在品牌推广初期，采用公共品牌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以“荆楚味道”为例，这个公共品牌其实是
一项认证，相当于一个“母商标”，企业依然保有自己的
商标，在“母子商标”结构中，以“证明商标”形式注册的
“母商标”，为企业开拓市场鸣锣开道，以“企业商标”形
式注册的“子商标”，则会通过高质量的产品推动“母品
牌”成长。
我做了 16 年的品牌营销，深感品牌的力量能够带
动农产品质量提升和农民增收，通过打造免费共享的
农产品产销共同体，可以带动更多农产品种养加工者
创立精品农产品品牌，实现与高成本种养加工相匹配
的市场收益。打造品牌有利于鼓励良心生产，改善农
产品品质，走出一条靠市场解决问题的道路。

海南白沙：

电商助农产品打响品牌
本报记者

何

伟

近日，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牙和村村民
符志权采集到不少野生蜂蜜。他将原生态、品质好的
“百花蜜”在网上售卖，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下单购买。
自去年 3 月白沙全面推动电商发展以来，26.9 万
笔订单、线上交易额突破 5300 万元的成绩单，让这个
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找到了农民增收的新方式和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
如今，白沙农产品已进驻 13 个电商销售平台，触
网企业和合作社超过 70 家，电商从业人员超过 500
人，浓厚的电商发展氛围在全县铺开。白沙县副县长
周秋平说，电商发展不能只依靠小而散的农业生产，而
是要倒逼白沙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七山二水一分田是白沙地貌的真实写照，也是制
约白沙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白沙县电子商务服务中
心负责人任重说，白沙农产品品质优、品种多，但规模
小而散、标准化程度和品牌知名度较低，这是电商发展
需要突破的短板。
记者了解到，白沙接下来将会加大农业产业结构
优化力度，适度减少木薯、甘蔗种植面积，积极推广以
南药、绿茶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并融合电商“上行”与
“下行”，打造电商生态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同时，依托电商发展带来的活力，白沙将全面铺开
千亩南药、万亩茶园建设，并借助“白沙生态农业”的县
域农业公共商标，继续推动县域农业公共品牌发展战
略，将小而散的企业与产品整合抱团，补齐发展短板。

浙江德清：枇杷种植带动产业升级

刘存瑞
普惠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功收购历山
旅游公司 65%的股权，迈出了沁水县全域
旅游发展的第一步。据了解，山西高新普
惠旅游公司将斥资 5 亿元，采取“旅游+互
联网+金融”的组合发展战略，依托历山景
区丰富的自然、
人文等旅游资源优势，
通过
弘扬虞舜文化、
旧石器农耕文化，
整合周边
柳氏民居、沁河古堡等景区，以沁水为依
托，
打造全域旅游经济圈，
发展泛旅游产业
集群。沁水县副县长张海芳告诉记者，自
2013 年开始，晋煤集团与沁水县柳氏民居
实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达 成 合 作 ，先 后 投 入
1000 万元，用于景区开发建设、基础设施
维护以及环境改造，极大地丰富了旅游内

涵，
促进了旅游业提档升级。
沁水境内共有数十处国家、省、市、县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遗迹，100 多项
文化遗产，还有华北地区面积最大、物种
资源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原始森林——
历山原始森林。近 3 年来，沁水县因地制
宜，打造“一城山水半城园”的特色景观，
其中太行洪谷国家级森林公园占地
2039.53 公顷，有洪谷栈道、荆浩故里、青
禅寺、碧峰寺、舜王庙等历史遗迹，也有碧
峰耸翠、银沙洞、坎牛洞等自然景观，成为
沁水县全域旅游的重点组成元素。
文化交汇，景观交融，助推沁水县的
旅游业蓬勃发展。

浙江湖州德清县雷甸镇双溪村村民收获枇杷 。
近年来，德清县通过鼓励特色农业与文化、旅游业融
合发展，带动农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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