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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在石家庄市藁城区系井现
代农业采摘园内，花香四溢，果蔬飘香，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采摘。“自 3 月份
以来，园区每周游客接待量都在 1000 人
以上。”园区负责人王爱军告诉记者。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年
“三农”工作的主线，河北农业大区藁城区
是怎么做的呢？“藁城区坚持以市场为导
向，紧跟消费需求变化，在确保粮食生产
能力不降低的基础上，引导农民从调优产
品结构、调顺产业体系和调绿生产方式 3
个方向入手，实现传统农业提质增效、农
民增收致富。”藁城区委书记高玉柱说。

调优结构增效益

来到藁城区廉州镇系井村强筋小麦
种植区，该村村民吴振堂对强筋麦赞不绝
口：“别小看它们，每公斤要比普通小麦贵
2 角钱，而且产量一点儿也不差，算下来一
亩地能多收 100 多块钱。如今，俺们村家
家户户种的都是这种小麦。”

区别于普通小麦，强筋小麦面筋强度
高，延伸性好，是制作面包、饺子的最佳选
择，也成为大型食品加工企业替代国外进
口小麦的“香饽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怎么改，其中一项就是想方设法调优
产品结构，突出一个‘优’字。说具体点，
像小麦这种大宗农产品就要瞄准‘优质专
用’，推广优质强筋小麦为老乡们找到一
条出路。”该区农林畜牧局负责人介绍说。

藁城区推广种植的强筋麦实现了大
宗农产品“优质专用”，增加了市场的有效
供给，而这仅是该区调优农产品结构的举
措之一。记者从该区农林畜牧局土肥站
了解到，藁城区拥有 28.83 亩大片条状富
硒土壤带，集中分布在南营、梅花等多个
乡镇。微量元素硒具有的抵御疾病、防止
衰老、增强人体免疫功能的功效，给当地
农业种植深度开发创造了先天的优势条
件。“富硒+农产品”正好迎合了当下消费
者对“吃得健康、吃出个性”的需求变化，
为该区减少市场低端供应，拓展高端供给
提供了有利契机。

“和人们的饮食变化一样，农业生产
也在跟随消费变化调整种植结构。”藁城
区南营镇马庄村旭业家庭农场负责人李
智勇说。随着玉米收购价格的持续走低，
从去年开始，李智勇根据消费者追求合理

膳食的市场需求，加上地处富硒带的优
势，与当地农户签订了 1 万亩富硒小米种
植收购订单。农户不仅能够享受到 1.5 元
的最低收购价，而且每亩地比种植玉米增
收 400 元。李智勇将收购的富硒谷子加
工成苦荞小米、月子小米等 5 个系列 30 多
个品种的产品，还将下脚料加工成小米
醋，实现了谷子的综合利用。

除了富硒谷子，该区还通过农技人员
下乡技术指导、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手段
积极引导农民改变传统的种植模式，在保
证粮食供应的基础上，引导富硒地带的农
民改种大豆等市场需求量大、卖价高的经
济作物，擦亮“富硒”农产品这块金字招
牌，真正让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

调顺体系增业态

在藁城区廉州镇城子村的肥畾国庄
园内，工人们正在抓紧时间施工，将园区
升级打造成集农业科研、科技成果转化、
新品种技术推广会展和观光农业采摘、科
普亲子教育于一体的省级现代农业园
区。“如今乡村休闲游热度居高不下，再加
上优越的区位优势，正是转型发展的大好
时机。”园区负责人倪岩峥说。

藁城区旅游局局长李刚喜告诉记者，
藁城虽然缺乏名山大川、文物古迹等旅游

资源，但是 2016 年来藁城区旅游的人数
达到 184 万人，较前年增加 26%，其中一
半以上的游客选择了乡村旅游观光、体验
采摘，乡村休闲旅游产业逐渐挑起当地旅
游市场的“大梁”。

驱车沿着定魏线向南行驶，刚刚进入
常安镇所辖区域内，成片的古梨树便映入
眼帘，它们遍布道路两侧，让人应接不
暇。常安镇在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的
过程中，将悠久的优质果品种植历史与附
近的耿村故事、北周卦乱弹、黄家庄制鼓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合，连点成面，
将“常安梨花节”打造成石家庄市近郊乡
村游的一张名片。

常安赏花、杜村采摘、岗上农业观光
⋯⋯藁城区抓住成功创建河北省休闲农
业示范县的有利时机，依托现有农业基
础，以强筋麦、设施菜、优质果为主要发展
产业，以观光园、采摘园、生态园为主要发
展形式，围绕“一河六路”重点区域，结合
美丽乡村建设，实施了“六大板块”规划，
建设各类现代农业园区 30余个。

调“绿”方式增实力

无论是发展农产品“特色优势”，还是
推动农业加速转型，都离不开推行绿色生
产方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藁城区传统农业生产基础扎实，粮
食、蔬菜总产分别稳定在 50 万吨和 300
万吨以上。该区按照“抓示范，带全区”的
农技推广模式，以中国农业科学院、河北
省农林科学院、河北农业大学等科研单位
为技术支撑，以区农技推广中心为转换枢
纽，以种植大户为推广骨干，依靠科技创
新和科技带动，调“绿”农业生产方式，满
足消费者对安全农产品的需求，更为子孙
后代留下生产和发展空间。

“调好农业生产方式，可用 8 个字简
单概括，即‘节种、节水、节肥、节药’。”该
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王志辉告诉记者，该
区农技人员通过多年实地摸索和经验积
累，积极开展小麦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
的研究攻关与示范推广，依靠优化品种的
品质结构、强化综合节水措施、深化配方
施肥控肥方法、健全防灾减灾技术体系等
新技术和新措施，实现节本提质、节源降
耗、高产高效。

藁城区梅花镇的 3.2 万亩绿色增产模
式攻关田就是该区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
广小麦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的典型。
该区农技人员组成 14 个分包小组，抓住
播种、施肥、浇水、打药等关键生产环节进
行督导，推动落实“优选品种、合理密植、
节水灌溉、配方施肥、统防统治、机械作
业”6 项集成技术，仅节种一项就能降低生
产成本近 40 万元。在典型的带动下，全
区良种普及率达到 100%，配方施肥技术
普及率 95%以上，统防统治面积 30 万亩
次，水肥一体化示范田 1万余亩。

通过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藁城区
传统农业焕发出新生机。近年来，该区先
后 11次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位称号，建
成70家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市级以上蔬菜
标准园6个、各类现代农业园区30余个、市
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31 家⋯⋯农
业提质增效，有效带动当地农民致富，去年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318元。

河北藁城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紧跟消费需求变化——

农业大区三招“调”出新格局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闫玲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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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安徽省南部的黄山市黟县，是徽
州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据统计，黟县境内
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古民居有 1590 处，还
拥有西递、宏村两处世界文化遗产、31 个
中国传统村落、1 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被

誉为“中国明清古民居博物馆”。
近年来，黟县走上了一条“旅游+”的

特色发展之路，旅游经济成为当地农户主
要的致富手段。

西递村村民胡华是位石雕手工艺匠

人，今年 55 岁的她，从小跟随父亲学习石
雕技艺。村里发展旅游后，她每天坐在有
300 多年历史的老宅门口雕刻创作，售卖
石雕作品，年收入 10万元以上。

漫步宏村，水墨画般的徽派建筑铺展
在眼前，粉墙黛瓦、飞檐翘角、漏窗镶嵌的
民居，青石铺路的深巷窄街，都展现出“中
国画里的乡村”的独特韵味。

“大家都从老房子里得到了实实在在
的好处，也都发自内心想保护好这些老房
子、老牌坊。”在宏村居住了 19 年的黄山
京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营销总监
黄 洁 介 绍 ，“ 每 年 宏 村 门 票 收 入 1.2 亿
元，部分门票收入会用于村里古建房屋修
缮”。

在西递村，为了保护好见证徽州历史
的老宅子，该村近 6 年共投入 8900 余万元
用于遗产保护改造等项目，其中 60%的资
金来源于旅游收入。

黟县旅游委员会主任周曙光表示，黟
县“诗词歌赋”般的田园意境和“旅游+”发
展战略，打开了市场大门，旅游业成为县域

经济的主导产业、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
然而，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

传统观光式旅游已不能满足游客需求，体
验式深度休闲游受到越来越多游客青睐，
黔县现有的旅游模式不足以开发全部资
源，也无法持续吸引游客。

黟县旅游委营销中心主任程凌云坦
言，目前黟县旅游业还处在初级阶段。就
景区管理而言，之前分散在个体经营者手
中，缺乏整体规划，营销手段单一，资金投
入不足；就景区构成来看，同质化比较明
显。黟县多以古村落为主，古村落景区占
了全部景区的半壁江山。游客到过西递、
宏村，其他古村落就很少再去，出现一边热
一边冷的局面，制约了县域旅游经济发展。

如今，黟县向“全域旅游、全景黟县”的
新目标再次发力。记者从黟县旅游委了解
到，黟县将采用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模
式，将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有机结合
起来，把全域旅游融入到城乡建设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安徽黟县走出“旅游+”特色发展道路——

“水墨山水”引来八方游客
本报记者 徐 红

家住甘肃陇南市文县
的冯东，大学毕业后去北京
闯荡。在北京，没有任何工
作经验的冯东，四处求职却
屡屡碰壁。后来，他很幸运
地被一家图书发行公司录
取，并去沈阳分公司搞图书
发行。积累了丰富的销售
经验后，他和几位朋友一起
成立了沈阳智宇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2009 年，为与爱人团
聚，冯东决定回到家乡文
县。这里地处秦巴山区，山
大沟深，却风景秀美，土特
产丰富。在文县，冯东成为
一名白酒代理商。2013
年，电商扶贫在陇南破题，
全市推进“实现电子商务集
中突破”战略。冯东抓住机
遇，于 2014 年成立了山哥
水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我们的土特产出自绿水青
山，‘山哥水妹’就是我们的
形象代言”。

公司成立后，冯东和
他的“山哥水妹”对全县网
货进行了摸底、分类、讨论，
共整合网货 30 多种，在统
一标准、统一质量、统一包
装、统一价格的基础上，开发网货新包装，为全县35个
电商扶贫村村级站点统一配送网货，有效避免了站点
建设中网货参差不齐、口径不一致的情况，发挥了县域
电商平台整合作用。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山哥水妹特产店”在 2016
年 5 月正式上线运营，到去年年底，销售额达 102 万
元，主要畅销产品全部为当地特产，包括羊肚菌、花椒、
蜂蜜、木耳、天麻、纹党等。

发展电子商务，规范的运营体系非常重要。从

“山哥水妹特产店”曾遭遇的两起职业打假人发难来

看，土特产品应执行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管理。

创业初期，宣传必不可少，能给游客带来新鲜感

的宣传途径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文县是

从甘肃、陕西前往九寨沟景区的必经之路，我们的工

作人员就吸引途经文县的游客短暂停留，并参观我

们的线下体验店。游客可以现场购买产品，也可以

选择现场体验网上下单，实现了线下体验、线上购买

的 O2O 模式。我发现，借助丰富的旅游资源，通过

“互联网+旅游+农产品”的发展销售模式，能够极大

地拓展市场。

发展电子商务离不开专业人才，而小县城往往

很难吸引人才，可以与当地政府合作，建立专门的人

才培训机构。如在文县电子商务中心提供的平台

下，山哥水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为全县“双创”人

才培训基地，将为文县培育更多电子商务创业人才。

﹃
山哥水妹

﹄
带着特产出深山本报记者

陈发明

冯东说—

冯东（左）与农村电商供货人讨论统一产品包装

和规范化运营问题。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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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黔县宏村月沼。 本报记者 徐 红摄

△ 图为石家庄（藁城）现代农业观光

园，精品蔬菜种植产业用上了无土栽培技术。

张建岗摄

“在这里打工，一天能挣 100 多元，还不耽误照
顾老人孩子。”在河南项城市付集镇双庙村松鑫服装
厂，于秀华一边熟练地操作电动缝纫机，一边对
记者说。

李民中是这家服饰厂的厂长。上世纪 90 年代，
李民中外出谋生创业，由打工仔成为劳务经纪人。
2012 年，李民中投资 200 多万元为家乡修路，还建
了服装厂，在外地务工的 100多名熟练工人，也随着
他回乡。

村民于秀华因一场意外事故落下残疾，加上婆
婆重病卧床，全家人过上了靠救济维系的生活。于
秀华这样的员工，要还是不要？李民中犹豫不决。

对此，镇党委书记孙飞建议，长期用工与短期用
工结合，固定用工与灵活用工结合。孙飞说，返乡人
员创业，带回资金、技术和销售市场，更重要的，也能
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今年春节刚过，于秀华就接到厂里让她上班的
消息，一家人喜极而泣。像于秀华这样的困难员工，
李民中的服装厂还有 10多个。

在项城，像李民中这样拥有一定资产、技术、市
场和管理经验的返乡创业农民工有 300 多人，为县
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为使“归雁”飞得更高，项城市相继出台多项优
惠政策，在招工培训、资金支持、社保转接等公共服
务方面提供便捷服务，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遍
布城乡的“归雁经济”，已在当地形成了“雁阵效应”。

河南项城：

“归雁经济”呈“雁阵效应”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王振华 吴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