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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农民进行农业耕作每亩能
够取得多大收益？达到 2000 元就
算高手。而在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管
理的现代农业园区，其收益水平有可
能提高好几倍。比如在河北邯郸经
济技术开发区滏东现代农业产业园，
2017 年就在 8.5 万亩标准化生产基
地上创造出了亩均 2.1 万元的高效
益。2018 年，全产业园区产值预计
达70亿元。

邯郸滏东现代农业产业园“亩
产”缘何如此高？产业园常务副主任
张胜杰认为，采用现代工业管理理念
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业生产由低端
走向高端是关键。

农企园区化

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是邯郸市
唯一一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区之初，为了让全区农民充分就
业，也为了保护环境，开发区在已有
3个农业乡镇的基础上，专门规划出
100平方公里土地，建成一个现代农
业园区。

如何让有限的土地提供更多的
就业岗位？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
该区管理者借鉴现代工业发展的管
理思路，通过发展设施农业，将农企
园区化、农事工厂化、农工职业化、农
产商品化这四个环节融为一体，让农
业生产走进工业化管理程序，让其产
生传统农业难以达到的经济效益。

发展现代农业项目，没有投资主
体的带动就等于无源之水。滏东现
代农业产业园的管理者借鉴工业园
区的发展经验，把产业分门归类及寻
找投资主体作为重中之重。不仅通
过广泛调研确定了“有机蔬菜”和“蛋
鸡”饲养两大主导产业，还筑巢引凤，
先后投入 4.6 亿元开展水电路林等
基础建设，以提高园区的承载能力和
吸附力。同时，园区财政按照省、市
1:1 的比例配套资金扶持企业快速
发展。通过这些扶持措施，产业园先
后吸引包括2家国家级龙头企业、11
家省级龙头企业在内的48家企业入

驻，投入资金达12.5亿元。

农事工厂化

在华裕雏鸡孵化中心，刚孵化
出来的美国海兰蛋鸡雏鸡正在进行
最后的红外断喙处理。雏鸡从孵化
到出厂，全部饲养工作都在传送带
上进行。然而，这样偌大的厂房见
不到几个工人。原来，这里采用了
工业化的管理手段进行管理。要给
雏鸡喂食，员工只要在电脑或手机
上一按键，传送带便可自动给食；要
给雏鸡饮水，员工一发指令，专门的
雏鸡嘴叼饮水器就会出现在雏鸡
面前。

华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连增说：“我们采用世界最先进的
工厂蛋鸡生产线。这样的标准化饲
养管理，使鸡种成活率高、抗病性强、
产蛋量高。在普通基地，一个熟练工
可养殖 3000 只到 5000 只鸡，而我
们这里，一个工人可以负责 12 万只
鸡。”据介绍，整个基地年产雏鸡 2.5
亿只，在全国有 2000 多个销售网
点，每天售出30万只母雏，为目前全
球最大的蛋鸡孵化中心。

邯郸市农牧局局长冯树民表示：
“发展高科技农业，借用工业化管理
体系进行引领，使得科技创新、标准
化管理、生产成本控制等都能做到方
便可控和一目了然，产品质量和经济
效益因此明显上升。”

农工职业化

“现在主要从事蔬菜销售，一年
收入10万元，是以前收入的五六倍。”
李峻山是联邦农产品批发市场职业
经纪人，他说，在滏东现代农业产业
园，像他这样的职业农民比比皆是。

邯郸市委书记高宏志说，发展现
代农业与培养职业农民相辅相成。
现代农业规模越大，需要的职业农民
越多。而职业农民群体规模越大，对
现代农业的促进力也越大。一方面，
我们要把高素质的人才引进职业农

民队伍，另一个方面，要把更多的农
村劳力培养成为高素质的职业农民。

为此，滏东现代农业产业园采取
一系列奖励措施，先后引进院士、博
士等高端人才 325 人。通过高素质
人才的促进，产业园先后建立起国家
蛋鸡产业技术体系邯郸综合试验站
等3家国家级、5家省级研发机构。

同时，引导更多农民进入农业产
业化发展模式。产业园、龙头企业每
季度都会聘请农技人员对职业农民
进行技术培训，让农民尽快掌握工厂
种植养殖技术，使得蔬菜喷灌、有机
肥替代化肥、太阳能灭虫灯、生物农
药和高效低毒农药等现代生产技术
得到广泛运用。此外，通过“龙头企
业+核心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户”模式，让 3 万多农户尽可能进入
专业化生产程序。目前，已有1万余
名农民通过政府和龙头企业的培训
成为农业工厂的员工，3万余名农民
通过统一管理、订单生产走进了产业
化生产程序。仅此一项，每年即可为
农民增加收入5亿元。

农产商品化

“每天凌晨 4 点，来自全国各地
的菜商都聚集在这里。每天有2000
多万斤蔬菜、上万斤鸡蛋从这里销往
全国各地。每天的交易额都在3500
万元到 4000 万元。”联邦农产品批
发市场总经理高向亭告诉记者。

“现代农业是否成功的最终检验
标准是市场。”出于这样的认识，滏东
现代农业产业园整合产业链，将特色
种养与加工储藏、物流配送、直销网
售、休闲旅游联系起来，以生产促销
售、以销售促生产，从而实现产销两旺
的良性循环发展。在生产建设上，围
绕蔬菜、蛋鸡两大主导产业，建成种植
基地8.5万亩，年产鲜菜20万吨；父母
代种鸡、蛋鸡存栏225万只，年产种蛋
2700万枚、商品蛋3.5万吨，形成了规
模化的种养大基地，为二三产业开发
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供应。

在加工仓储上，蔬菜方面，通过
多家龙头企业带动，园区实现年加工
净菜 10 万吨、速冻果蔬 1.2 万吨、脱
水蔬菜 8000 吨、冻干蔬菜 1000 吨；
加工商品蛋 1万吨、饲料 25万吨、有
机肥2万吨，形成了初加工、深加工，
不同类型、不同品种纵横交错的农产
品加工企业集群。

在市场网络上，通过政府引导、
企业参与，园区投资 4 亿多元，建设
了中国北方最大的批发加工市场，蔬
菜仓储能力达 12 万吨，年销售蔬菜
50 多亿公斤；建设了甲骨文农副产
品溯源系统和“鲜城送”农副产品智
能配送服务平台，开展手机 APP、
O2O 营销，在邯郸 60 多个社区设立
了便民服务终端机，开设了“供销商
城”购物模块，产业园电商年销售配
送农副产品 2.2 万吨，销售收入达
6.6亿多元。

采用工业管理理念发展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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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淄博泉子村

搭网路修公路 让青山变金山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韩文彬

2月1日，山东淄博市博山区池上
镇泉子村年味正浓，一桶桶花生油、一
袋袋面粉、大米在村委会前的空地上
码成一座小山，欣喜的笑容挂在每位
村民的脸上。“这是村里给大家分发年
货呢！”73岁的村民周和富告诉记者，

“没想到，这几年俺这穷山沟的石屋、
石桌、石凳、青石板路、大火炕特别受
城里人喜爱。现在村里发展了乡村旅
游，要住这民宿，得提前 10 天预订。
人手不够，村里像俺这样年纪的人也
都上了‘岗’，俺老两口不出村子一年
收入都有1万多元呢”。

“以前泉子村很穷，老百姓就靠
卖点山货换俩油盐钱，青年人都往外
跑，一年到头村子里也见不到几个
人。是互联网让‘山门’大开，去年，
我们村的电商平台建成启用，村民开

始通过网络销售农产品和订接旅游
团队，这让村容村貌和百姓生活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通过深
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全村有劳动能
力的都有活干，每年有三四万元收
入。去年，村集体给贫困户和 60 岁
以上的老人每人分红500元，过年过
节还分发物资，群众实实在在地体会
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池
上镇泉子村党支部书记吴圣霞说。

群山环绕的泉子村依山而建，原
来进出村的道路是祖祖辈辈用双脚
踩出来的窄窄的土草路，汽车、三轮
车根本进不了村，村民人均年纯收入
不足千元。全村有在册人口 270 余
人，一半左右都在外打工。

2013 年，吴圣霞任泉子村党支
部书记。吴圣霞认为，泉子村自然环

境好，有山有水，得在这“绿水青山”
上做文章。在吴圣霞的倡议和带领
下，村里多方争取资金，先是硬化拓
宽了进村路，之后又发展乡村旅游项
目。2014 年 6 月份，10 户农家乐小
院开发完成，当年营业 3 个月，纯收
入就达3万多元，实现了泉子村多年
来集体收入零的突破。2015 年，村
里建起了能容纳二三百人就餐的旅
游餐厅，2016年，泉子村又瞄准山顶
的千亩杏林做起了休闲娱乐文章，修
建开通了盘山路。盘山路的建成，为
泉子村注入了一股活水，不仅串起了
村里的 16 眼山泉，更是村里发展乡
村旅游的重要纽带。2017 年，泉子
村又在沿途增加了秋千、吊床等休闲
设施，并在杏林中打造了特色石板房
和小木屋，村里也先后举办了杏花节

和山杏采摘节，吸引了上万人进村游
览。2018 年，山崖上的特色高端民
宿建成投用，880 元一晚还供不应
求，营业3个月就挣了20多万元。

吴圣霞说，乡村旅游富民又富
村，在村集体收入增加的同时，村里
全力为百姓多办实事好事。5年间，
泉子村先后实施了 28 个惠民项目。
修建了村文化广场，安装了健身、休
闲设施；实施了安全饮水项目，重新
修建了自来水管道，让村民们吃上了
纯净放心的清泉水；实施了农田水利
工程，打了机井、砌了水池、安装了管
道，农田得以旱涝保收……

“山高有攀头，路远有奔头。新的
一年，我们将加大力度实施旅游项目
建设，创新电商旅游发展，让村民们
更加富裕、乡村更加美丽。”吴圣霞说。

河南郑州新郑市具茨山青岗庙
村位于山区，耕地有限，交通不便。
过去，村民们大多以种地为生，住着
传统的瓦房、窑洞，生活条件极为落
后。如今的青岗庙村，青砖高墙，各
类商铺整齐划一。在白龙沟观光旅
游项目中，一条由荒沟改造的“梦回
轩辕”观光隧道成了城里人观光的
稀罕物，也成了推动乡村振兴的强
力推手。

“乡村振兴，首先要选定发展的
路子。”青岗庙村驻村第一书记李晓
勇说，“依靠具茨山这个黄帝文化的
名片，我们选定了发展旅游这条路
子。我们带着党员去巩义的长寿
山、陕西的袁家村等地进行考察学
习山区特色村落的发展经验，最终
决定以窑洞民宿、特色小吃、黄帝嫘
祖文化三大部分作为支撑，打造白
龙沟观光旅游项目”。

解决了发展思路的问题，资金
上又犯了难。青岗庙村创新村集体
经济股份制模式，按照集体牵头、村
民入股、企业带动的模式，注册成立
由“青岗庙村+投资方柴家小院公
司+村民”为股东的股份公司，青岗
庙村永久性持有公司股份10%。

公司成立起来了，也调动起了
村民入股的积极性，村民可以用现
金及土地入股，最低一万元起步，并
给予贫困户的入股资金“零风险”保
证。“贫困户的本金我们保证可以全

额返还，同时贫困户还可以享受每
年盈利的分红。”村集体公司办公室
主任张帅说。

目前，白龙沟旅游观光项目占
地面积约 3.2 万平方米，已投入资
金 1000 余万元，打造了拥有 37 个
美食铺位的精品小吃一条街和3处
农家休闲体验精品民宿。预计项目
全部建成后，将可提供创业平台
200个、就业岗位400个；运营后年
收入可达 300 万元，通过项目带动
的村民年收入可达3万元。

白龙沟旅游观光项目不仅给年
轻人提供了就业岗位，也给村里的
老人带来了新的工作机会。

70 岁的青岗庙村村民王建章
年轻的时候是个种地好手，年龄大
了之后患上了高血压、冠心病，只
能靠大儿子打工养活一家 5 口人。
扶贫工作队和驻村第一书记的到来
给 他 们 一 家 的 生 活 带 来 了 新 的
希望。

“之前种地，收成也不怎么好，
现在公司让俺种点无公害的上海
青、生菜、大白菜等，给城里人采
摘。”王建章说，“现在冬天天冷了，
城里人来的少了，俺就把菜卖给公
司，公司按市场价收。”

同时，村集体公司本着贫困户
优先录用的原则，为村里的贫困户
提供工作机会，让他们做些力所能
及的事来增加收入。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报道：《广
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日前
发布。报告从精准扶贫、乡村治理、
农村金融改革等角度，系统收集了
广东省乡村发展的微观数据和相关
信息，利用一手数据研究三农问题
并提出专业建议。

研究报告发现，广东省农村主
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率为 59%；
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为42.56%，显著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数量接近 467
万；农村金融很不发达，主要的借贷
集中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具有互助性
质的、无利息的、口头约定的、没有
具体还款日期的借贷上；扶贫工程
集中在产业扶贫、光伏扶贫和“一村
一品”3大类。

据介绍，报告课题组从行政村、
自然村、家户 3 个层面开展数据收

集，抽取了广东省约100个行政村、
200个自然村，包含3000多户家庭
进行问卷调查及深入访谈，调查内
容涉及村户的土地、收入、消费、就
业、教育、农业生产、农村信贷等多
个方面。

当前，广东省农村发展正处
于一个历史新时期。统计数据显
示，广东有乡村人口 3388 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比重的 30.8%；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持 续 增
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全
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规模进一步
扩大。广东正积极开展基于互联
网大数据的业态创新，加强标准
化生产提升广东农业品牌的影响
力和竞争力，推进农村土地确权
登记，梳理重大政策性问题，加
大金融支农创新力度。

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报告显示

农村金融“欠发达”现象严重

在华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蛋鸡孵化流水线上，工人正在对雏鸡进行红外断喙处理。 李鹏博摄（中经视觉）

邯郸滏东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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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博摄
（中经视觉）

近年来，浙江省德清县大力推进全电厨房、全电民宿、全电农场等项目

建设，大幅降低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助力乡村绿色发展。2018年，全县实

现替代电量7040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7.01万吨、二氧化硫0.21万吨、粉

尘1.90万吨。图为德清县义远有机生态农场的全电餐厅。 （新华社发）

电气化扮靓美丽乡村

河南郑州新郑市具茨山青岗庙村以窑洞民宿、特色小

吃、黄帝嫘祖文化三大部分作为支撑，打造白龙沟观光旅游

项目，使一条由荒沟改造的“梦回轩辕”观光隧道成了城里

人观光的稀罕物，也成了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力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