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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廊坊

村企融合 兴产富民

近年来，河北省廊坊

市通过聚焦“发展现代都

市型农业、打造乡村振兴

示范区、人居环境整治、补

齐农村民生短板”四项重

点工作，大力推进村企融

合，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了

让农村经济强起来、让精

品示范亮起来、让村容村

貌美起来、让农民生产生

活条件好起来。

“一到周末节假日，村里每天的
游客接待量都能有三四千人。”坐在
村里新落成的剧院中，周家务村党
支部书记张健告诉记者，村里的农
业园区已成为集现代农业、住宿餐
饮、观光采摘、文化体验为一体的乡
村旅游景区。

周家务村位于河北固安县渠沟
乡，村里的现代农业园区有个很洋
气的名字——“卡尔叔叔幸福农
场”。就在几年前，周家务还是个让
人“头疼”的村子。“当时私搭乱建现
象严重，村里的主干道还是土路，只
有现在的一半宽。”渠沟乡党委副书
记王景波回忆说，以前很怕来周家
务村，一下雨到处都是泥，根本没法
走路。

2011年，在外经商多年的张健
回到村里当选党支部书记，改变人
居环境是他新官上任后烧的“第一
把火”。他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
挨家挨户做群众工作，先后对村街
内 17 处私搭乱建和残垣断壁进行
了全面拆除，使得村街环境得到极
大改善。

环境好了，还得想办法增加群
众收入。“村里有种菜传统，但都是
分散种植，销售也是单打独斗，没有
形成规模，因此群众收入并不高。”
为此，2015年，村里开展土地流转，
探索“企业+合作社+农户”种植模
式，建设果蔬标准化种植园区，以

“租金+股金+薪金”的模式推动村、
企、民融合发展。

记者了解到，在周家务村，流转
土地首年租金每亩1200元，群众以
土地入股合作社，年底将盈利部分按
照比例给百姓进行分红，2018年入
股群众每亩分红2300元。流转土地
后的农民，按照平等、自愿、优先原则

到园区就业，平均每月工资3000元。
通过几年发展，周家务村的农

业园区形成规模后，村里又大力发
展休闲旅游，突出高品质，从日本、
中国台湾、大连引进优质樱桃、草
莓、西红柿、无花果等品种，发展四
季采摘。同时，充分利用村街闲置
房屋，打造以京剧、柳编等为主题的
精品民宿，实现由农业产区向农业
景区转变。2018年，周家务村农民
人均纯收入达2.15万元。

周家务村探索出的乡村振兴模
式被称为“村园融合”型。在固安
县，像周家务村一样形成的乡村组
团发展片区已有 16 个。比如，以

“林城万人温泉小镇”组团为代表的
“联村开发”型，该组团将相邻的 4
个村街的人口、土地、产业、民居等
各种要素进行全面整合，实行统一
规划、统一拆迁、统一开发、统一建
设、统一管理、统一服务，通过村企
共建方式，建设万人温泉小镇，实现
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和农村面貌的
历史性跨越。

“我们将城乡结合、要素融合、
村企共建、组团发展作为一条重要
经验在全县推行。”固安县委书记王
海说，除了周家务村的“村园融合”
型模式，固安县还有“联村开发”型、

“园区带动”型、“产业辐射”型等不
同类型的乡村发展组团。比如，“产
业辐射”型的典型代表为“京南花卉
第一村”——南王起营村及周边村
庄组团。依托花卉种植产业基础和
市场优势，该组团通过30多家花木
绿化公司流转土地或签订购销合同
的方式，将周边 15个村庄 3万多亩
土地统一规划，建立花木繁育销售
基地，实行规模化经营，产业辐射京
津冀等11个省市。

河北固安

“乡村组团”成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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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固安县周家务村的新型日光温室内，党支部书记张健（右一）与

工作人员查看葡萄长势。 门丛硕摄（中经视觉）

廊坊做大做强现代都市型农业

蔬菜从产地到超市无缝对接

前不久，位于河北廊坊市固安县
柳泉镇北房上村的 7 户高端民宿院
落开始试营业。

“这是由我们企业租用闲置农宅
出资改造而成的，农户年收益可达 1
万元。”枫林庄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徐
长华说，依托北房上村人居环境整治
成果和生态、区位优势，2017 年以
来，枫林庄园已累计接待来自北京及
周边城市的游客超80万人次。

枫林农庄原本是一家苗木种植
企业，近几年，企业与北房上村合作，
采取“村街+企业+农户”的运营模
式，流转土地1000亩打造观光度假、
休闲体验、科普研学为一体的多元化
乡村旅游示范区。去年，全村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万元。

“近年来，在廊坊市涌现出一大
批像北房上村一样通过村企融合推
动乡村振兴的村街。”廊坊市委书记
冯韶慧告诉记者。

因地制宜兴产业

见到周洪俊时，他刚从北京送货
回来。客户拿到的是他用小叶檀为
原料制作的用于陈列玉石的小屏风。

“这块屏风虽小，但使用了传统
的百宝镶嵌技艺，原料和手工加在一
起卖了5.8万元。”身怀绝技的周洪俊
自称是个“手艺人”。在廊坊市广阳
区九州镇南汉村，像他一样的省市非
遗大师有 10 多个，他们在上世纪 70
年代从北京琉璃厂的老技师手里，学
到了多项传统宫廷家具制作技艺。

如今，仿古家具在南汉村被周洪
俊他们做成了产业，以宫廷“忆述”小
镇为依托，村中有 72 家企业从事仿
古宫廷艺术品加工。目前相关从业
人员达1300余人，年产值近亿元。

在廊坊市，像南汉村一样挖掘自
身优势资源，做强乡村经济、培育富
民产业的村子还有很多。安次区的
第什里村是中国宫廷风筝的发源地、
传承地、生产地，当地政府依托第什
里风筝小镇的建设，将周边3个村街
连片打造，整体规划、设计、布局和建
设，建成面积约 11 平方公里的第什
里旅游文化休闲农业景区。依托南

马庄蜡杆产业、石桥村宫廷御绣产业
和梨园以及南郭庄果蔬基地等，全方
位打造出一个涵盖文化、生态、旅游、
产业四位一体的特色小镇。

廊坊市永清县远村现代农业园
区因地处京津之间，区位优势明显，
近年来因产业不断壮大而闻名。

“园区内共有 6 家企业，总投资
30亿元，形成了以蔬菜种植及加工、
河北香菊种植及菊王茶加工、紫花苜
蓿籽粒苋种植及饲草加工、生猪养殖
及屠宰加工、有机肥生产加工和旅游
观光六大主导产业。”远村现代农业
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孙少志说，这个园
区优质牧草种植加工、无抗生猪养殖
及特色旅游三大产业总产值达 11.5
亿元，占产业园总产值的70%以上。

数据显示，廊坊市农民人均可支
配 收 入 多 年 位 居 河 北 全 省 前 列 ，
2018 年达到 16865 元，今年上半年
达到9902元。随着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越来越好，廊坊广大农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生态优先美乡村

位于北运河畔的香河素有“京畿
明珠”之美誉，448平方公里的县域内，
坐落着300个行政村，农村人口近23

万人，是典型的“小城市大农村”。
“修街整路、刷墙种树，这些‘面

子’工程不难做到，难的是真正改变
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香河县委
书记李桂强说，他们以优化整治农村
人居环境为突破口，加大投入补齐农
村发展短板，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一体化。

记者在香河县梁家务村村民段
宝有家中看到，厨房水池和洗衣机下
方的排污管伸进地下，直接连通屋外
的污水井，再通过管道汇聚到村里的
污水处理站。在污水处理站，污水经
过化粪池拦截去除较大的杂质后，进
入调节池，再经过生物氧化和 MBR
膜处理，达到一级A标准的清水排入
北边的河渠。梁家务村党支部书记
田立华说：“这里日处理污水可达150
吨，处理后的水可用作绿化灌溉。”

为让村容村貌美起来，廊坊市大
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决胜年”
活动，投资24.5亿元，实施10个专项
行动，打好厕所革命、垃圾和污水治
理、村容村貌整治战役，推进 3 条高
铁、8 条高速和 1 条重要普通铁路沿
线环境集中整治。

同时，廊坊市对环城、环开发区村
庄，就近纳入城镇管网集中统一处理；
对人口密集、污水排放相对集中的村

庄，建设小型污水处理站集中处理；对
布局分散、污水不易收集的村庄，建设
小型湿地单户或联户分散处理。目前
已高标准完成污水治理村庄500个。

冯韶慧说，廊坊市县两级安排
1.8 亿元专项资金对 20.9 万座厕所
进行改造，做到退街、进院、入室，夏
防蝇、冬保温。在全域推行垃圾治理
PPP模式的基础上，廊坊年内将实现
2个项目建成投产，争取4个新建、扩
建项目开工建设。

文化引领新风尚

前不久，占地1800平方米、能容
纳 350 人听戏的固安县周家务戏苑
正式投用。

“别看是个村剧场，来我们这里
登台的大腕名角可不少。”周家务村
党支部书记张健告诉记者，作为中国
戏曲学院教学实验基地和北京京剧
院实验剧场，周家务剧场平时是村里
的剧团演，周末节假日的时候，登台
演出的都是专业剧团。

一个小小的村庄剧场为啥有这
么大的吸引力？原来，从1884年起，

“周家务子弟会”业余班社历经四代
传承发展从未间断，至今已有 135
年。百余年来，不少京剧名家都曾有
过在周家务村学习的经历。

为了传承这一独特的文化资源，
周家务村近年来把发展戏曲文化当
成了一项事业。村里置办了各种戏
曲行头、乐器，定期请戏曲家到村里
唱戏、交流。戏曲则为周家务文化振
兴注入了活力，目前“农业种植+戏
曲文旅+乡村精品民宿”的周家务文
化田园综合体发展模式已初步成型，
它以产业为基础、以文化为灵魂、以
体验为活力，为城乡良性互动创造了
可持续发展模式。

为倡导乡村文明新风，推进文化
振兴，廊坊市大力挖掘国家和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建起了西坨村影剧
院、太保庄村文化礼堂等一大批农村
文化设施，大厂评剧团等一批文化团
体，丰富了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全
市涌现出“十星级文明户”29万余户，
创建“美丽庭院”28.4万个。

“我们合作社与北京的超市已实
现了无缝对接，‘菜园子’与‘菜篮子’
两头受益。”河北廊坊市固安县顺斋
合作社负责人张顺斋告诉记者，他们
的蔬菜从产地采摘到端上餐桌，不超
过一天时间，生产者直接配送超市，
没有中间环节。

目前，京客隆在北京市的200多
家分店几乎全部用上了顺斋合作社
的蔬菜，日供40多吨，其中70多家直
供到店。张顺斋说，合作社自成立以
来，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
式，通过各种渠道及时捕捉市场信
息，了解行情变化及客商需求，让农
民种菜有方向，并通过试种筛选，积
极引进市场前景好的瓜菜新特品种。

廊坊市北临首都北京，东与天津
交界，被称为“京津走廊明珠”。在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廊坊如何
发挥如此明显的区位优势，来推动落
实乡村振兴战略？

“我们坚持现代都市型农业发展
定位，加快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
品牌农业、质量农业。”廊坊市委书记
冯韶慧说，通过着力构建设施蔬菜、健
康畜牧、林果花木、优质粮油四大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廊坊的农业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农村经济实力持续壮大。

为调优农业结构，廊坊市制定印
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都市型农业
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瞄准
京津冀 1.2 亿人口中的高端市场需

求，加快种植业结构调整步伐，打造
94万亩设施蔬菜生产基地，推进高端
精细果菜和特色叶菜生产，形成了永
清胡萝卜、安次甜瓜、固安番茄等一
批万亩特色农产品优势种植区，构建
了环京津1小时鲜活农产品物流圈。

同时，廊坊市做强农业园区，以
高端化、产业化、融合化为方向，加快
环首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带建设，促
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目前建成了
廊坊远村、固安现代农业园区等 15
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和43个市级园
区，年经营收入达到 65 亿元。为打
造品牌，廊坊市大力实施“品牌农业
培树行动”，汇福粮油、梅花生物、福
成五丰、康达畜禽等一批全国500强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发展壮大，
培育了11个中国驰名商标、1个中华
老字号、84个农业知名品牌。

冯韶慧说，加快打造乡村振兴示
范区，廊坊市按照“全域整治、连片打
造、三区同建、四村联创”的要求，梯次
推进，动态提升，着力打造乡村振兴示
范区。目前全市10个县（市、区）都创
建了1个乡村振兴示范区，其中大厂
县、固安县分别创建1个省级示范区。
10个示范区共涉及406个村庄，总面
积700平方公里，人口60万人。

记者了解到，廊坊的乡村振兴示
范区共谋划了现代农业园区、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重点项目80余
个，总投资115亿元。目前已完成投
资 58.3 亿 元 ，完 成 投 资 总 量 的
50.7%。同时，廊坊加快“三区同建”，
积极优化农村生活、生产、生态空间布
局，同步推进农村新型社区、现代农业
园区、生态功能区建设，全市建成 23
个农村新型社区、68个现代农业园区、
50个生态功能区，培育了固安林城村、
永清胜利村等一大批成功典型，有效
解决了“人往哪里去、地从哪里来、钱
从哪里出、产业怎么发展”的问题。

小朋友在河北永清县“神农文化园”中游玩。 刘 向摄（中经视觉）

在廊坊市广阳区南汉村的一家仿古工艺品工厂，工人在手工雕刻产品。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北房上村的精品民宿吸引了不少游客。

门丛硕摄（中经视觉）

河北固安县周家务村开展土地流转，探索“企业+合作

社+农户”种植模式，建设果蔬标准化种植园区，以“租金+

股金+薪金”的模式推动村、企、民融合发展。按照这种“村

园融合”模式，在固安县，像周家务村那样的乡村组团发展

片区已有16个。目前，固安县将城乡结合、要素融合、村企

共建、组团发展作为一条重要经验在全县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