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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走进商场超市，

各种特色产品尤其是特色农

产品令人目不暇接，一些产

品以其鲜明的特色受到消费

者青睐。然而，过一段时间

消费者往往会发现，曾经觉

得不错的某些特色产品却淡

出了市场。线上消费也会遇

到此类情况。

遗憾之余，也让人感叹，

特色产业要特色也要长久，

不 能 只 是 昙 花 一 现 。 一 方

面，消费者希望能够长期消

费喜爱的特色产品；另一方

面，农民和企业也希望特色

产业能够实现长期增收。一

个地方的经济要获得持续发

展的动力，必须谋求在某一

方面或某一领域持久的特色

竞争优势。乡村振兴是一项

长期任务，而特色产业是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培育一

个特色产业不容易，发展特

色产业必须打好“持久战”。

要调动农民和企业的积

极性。农民和企业应根据本

地资源禀赋实际选择适宜发

展的产业。地方政府则要科

学制定特色产业发展目标和

规划，描绘美好发展蓝图，鼓

励创业创新，调动农民和企

业的积极性。在产业发展遇到挫折时，还要及时

引导，出手相助，对认准的特色产业要坚持到底，

不要半途而废。

资本支撑要有力，确保金融活水不断浇灌特

色产业。金融是产业的血液。过去在精准扶贫

中，金融支持对特色产业蓬勃发展起到了关键作

用。未来在乡村振兴中，金融支持更加重要。有

的地区特色产业正处于扩大规模阶段，资金需求

很大，有的地区特色产业正处于升级转型阶段，同

样需要大量资金。如果没有足够的金融支撑，有

些企业就难以为继，特色产业发展势必停滞不

前。因此，地方政府要想方设法为特色产业发展

提供金融支持，确保其持续健康发展。

经过持续努力，当前各地已形成众多具有核

心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一些特色产业的

产值已达百亿元、千亿元，有力带动了农业发展和

农民增收。下一步，各地还需久久为功，注重产业

后续长期培育，科学规划、稳扎稳打，推动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努力实现乡村振兴。

特产要力避昙花一现

拓兆兵

沈阳中街加速培育新兴业态——

特色文化与时尚并肩前行特色文化与时尚并肩前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温济聪温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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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假日期间，沈阳中街冰点城、马家烧

麦、老边饺子等老字号生意红火；沉浸式戏剧体

验剧场、搞笑圈脱口秀等新业态让年轻人流连

忘返。

作为“中国第一条商业步行街”、第二批全

国示范步行街，沈阳中街有着近 400 年历史。

升级改造后的沈阳中街，悠久文化与新潮时尚

并存，百年老街焕发新动能。

探索管理新体制

去年 9 月份，沈阳中街经过改造升级，以崭

新的面貌“鸣锣开市”。在这次改造升级过程

中，沈阳市沈河区实施了 7 大类 12 个项目建设

工程。从整体上，对每个楼体历史文化元素进

行提炼，使其成为文化传承的亮点；从局部上，

对 8 家保存较为完整的历史风貌建筑进行保护

性修缮，使其成为串联百年中街建筑群的亮点。

在改善硬件条件的同时，探索建立古城高

质量发展的新体制成为改造的最大亮点。2020

年下半年，沈河区启动建立了盛京古城文化旅

游区综合发展理事联合会。该理事会执行理事

长兼秘书长梁波告诉记者，通过整合政府、市场

和社会各方资源，探索实施了由政府、企业、智

库、商会协会、平台公司等多方参与的“业界共

治 +法 定 机 构 ”共 建 共 治 模 式 和 公 共 治 理 架

构。在沈河区人大授权下，由理事会作为业界

共治主体协调处理古城地区的日常公共事务，

将理事会建成高效获取诉求、快速解决矛盾、汇

集各方资源、共享发展成果的工作主阵地。

超高的人气、亮丽的街景和丰富的业态，催

生中街经济效益快速提升。2021 年上半年，中

街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9.23 亿元，同比增

长 37.2%，最高日客流量近 150 万人次。今年

“十一”假日期间，中街步行街总客流量达 57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76%；中街商圈全口径营

业额接近 4.6 亿元，同比增长 95.24%。

促进业态新消费

清代官帽、花盆底鞋、满族纹饰⋯⋯独具特

色的满清文化符号，配上“嘎钟哥”“哈鼓妹”等

卡通“萌物”，成为中街的全新品牌形象。不少

游客也纷纷与这些中街“代言人”合影。

“嘎钟哥”“哈鼓妹”将过去存在于中街的钟

鼓拟人化，赋予新的生命。“‘嘎哈’谐音是东北

方言中的‘干啥’，让这对兄妹增添了地域色彩，

了解设计内涵，名字就更容易记住了。”梁波说。

让老街“活起来”“火起来”，就更要满足年

轻人的消费需求。立足中街时尚消费胜地和旅

游消费打卡地的新定位，引进缺失的新兴业态，

特别是沉浸式、体验功能的时尚消费项目，满足

新的消费需求。一年来，中街共引进新兴业态

39 家，同比增长 20%。

被称为“大沈阳皇城根儿下的脱口秀”的搞

笑圈脱口秀好评如潮。搞笑圈脱口秀创始人刘

海斌说：“我们要打造沈阳年轻人的解压胜地，

用幽默诙谐的方式，为他们带去更多欢乐。”

此外，三人行真人 CS、SRX 龙套社剧本杀

也为年轻人喜爱。“这里已成为年轻人的消费娱

乐打卡‘网红地’。”作为两家店的创始人，陈刚

对经营发展充满信心。

擦亮旅游新名片

中街主打文化品牌，让古老的沈阳充满魅

力。“十一”假日期间，中街中央里文化旅游景区

游人如织。沈阳盛京头条胡同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运营总监张桐表示，目前景区正全力推

进二期工程建设，将通过文商旅协同一体的模

式，坚持“生态立巷、旅游兴巷、商贸活巷、文化

强巷”的总体思路，注重挖掘盛京古城传统历史

文化资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艺文化

精髓，用文化赋予老胡同活的灵魂，孕育出特色

街区强大吸引力、生命力和竞争力。未来中央

里将成为沈阳文化新地标，成为面向全国的城

市文化旅游新名片。

“虽然中街已取得了很多荣誉，但我们不能

停歇，未来的中街会更好。”沈阳市沈河区商务

局局长曹乐表示，有了文化内涵中街才能持续

发展、持续完善、持续更新。改造后的中街将精

雕细琢，对文化内容不断提升。此外，将在中街

举办各类型活动，通过活动把流量带入到商家

和小巷内，同时将协调街内的商家将闭店时间

延迟至 24 点。

盛京繁华再现，中街万象更新。如今，继

中街获评第二批“全国示范步行街”后，又以

其亮丽的夜景观、多元的夜文化、丰富的夜娱

乐、多彩的夜演艺等特色，正式申报国家级夜

间 文 化 和 旅 游 消 费 集 聚 区 ， 阔 步 迈 向 新 的

征途。

沈阳中街文化旅游街区是辽宁省重要
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中街街区与沈阳故宫
同步兴建于 1625 年，厚重的历史文化沉
淀使中街街区成为独具东北特色的旅游休
闲街区。近年来，中街街区围绕打造“不
夜城”主题，以历史文化为内核，通过文
旅商融合发展，品牌效应和经济效应实现
双丰收，已成为外地来沈游客必到的打

卡地。
中街有不少“老字号”。例如，中街冰

点城，它的前身是上世纪40年代末出现在
沈阳中街的一家冷饮店，那里制作的冰淇
淋制品很受欢迎。中街也有不少“新字
号”。例如，X11潮玩店作为沈阳首家惊喜
玩具概念店，填补了中街时尚潮玩板块的
缺失。

沈阳中街的沈阳中街的““嘎钟哥嘎钟哥”“”“哈鼓妹哈鼓妹””等卡通等卡通““萌物萌物””受到游受到游

客喜爱客喜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温济聪温济聪摄摄

曾经的安仁因历史而厚重深沉，在此沉静呼吸的 27 座

老公馆、47座现代博物馆讲述着往昔故事，长街小巷散发着

巴蜀文化韵味;如今的成都安仁古镇因创想而活色生香，历

史流动起来，文化飞扬起来。这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崭新

图景得益于在新发展格局之下，华侨城集团与多方力量一

起，以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推动产业共富、人才共育、文

化共兴、生态共享、社区共治的积极探索和生动实践。

产业带动 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十月的安仁秋高气爽，绵绵秋雨如烟如雾，让青砖青

瓦、古朴自然的安仁古镇更添静谧美好。在古镇新落成的

新文化地标大匠之门文化中心里，2021 年 10 月 16 日至 17

日举行了以“新发展格局下的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第六届

安仁论坛。与会代表在此深度探讨新发展格局下的乡村

振兴新模式、新路径、新动能。此前的五届论坛同样积极

探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主体

思路、重点工作和任务举措，碰撞思想，聚沙成塔，使得安

仁论坛发展成为国家新型城镇化学术交流与合作共赢的

综合平台，为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和特色小镇发展提供了

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与智力支持。

在距离安仁古镇中心区不远的南岸美村，田园新景欣

欣向荣，川西民居风格的建筑错落有致，集美丽乡村、生态

博物馆、耕学农场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的“原乡美感”消费场

景，上演着华侨城乡村振兴的故事。在这个美好的乡村生活

共生体系里，华侨城通过导入多产业提升乡村文化价值，结

合可观、可游、可购的乡村生态循环体系，创新技术、管理与

合作模式，推动乡村产业体系建设。以艺术点亮乡村，以美

学装点林盘，以国家 5A 级景区创建、乡村振兴双轮驱动，导

入生态与艺术等方式实现空间活化再生。将农业和康旅结

合，实现农田集约化、有机化、生态化治理，构建起美田、美

宿、美食、美院产品体系，形成“艺术美学+三产联动”模式，

使得村民住在美景中，一手“产业饭”，一手“旅游饭”，端得

稳也吃得香。截至 2021 年 7 月份，南岸美村已实现年游客接

待量 110 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 3.2 万元，较 2017 年增幅

达到 200%，不仅受到各级政府部门高度关注，还吸引了康佳

创投、乡伴集团、西华大学、成都农科院等社会资源聚集，形

成政、企、民共享共生共荣的良好生态圈。

安仁古镇的华丽蝶变只是华侨城助力乡村振兴的一

个缩影。2012 年以来，华侨城确立“文化+旅游+城镇化”

和“旅游+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充分利用城市综合开

发运营、全域旅游、新型城镇化、文博文创等多业务特长和

全国布局的优势，助力乡村振兴。近年来，华侨城在建设

美丽乡村、特色小镇以及定点帮扶贫困县的资金投入累计

达 163.5 亿元，帮助 16 万贫困群众脱贫出列。通过文旅融

合赋能乡村振兴所形成的开放式景区，年接待游客量达

4000 万人次。

截至目前，华侨城在京津冀、长三角、中西部、海南、云

南等区域，建设和运营近 30 个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项目。

除了安仁古镇南岸美村，还有四川广元双旗美村，海南三

亚中廖村、南山村，云南昆明乌龙古渔村，广东江门古劳水

乡，汕尾陆河螺溪谷等一批代表项目。同时，成立欢乐田

园专业公司，在成都、深圳、三亚等地建设“欢乐田园”项

目，正携手陕西杨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农

业、科技、教育等领域广泛合作，依托“大尺度”场域和“小

组团”休闲、研学产业，形成“农商文旅”模式，实现多方互

惠共赢。

总结华侨城乡村振兴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因地制

宜、发挥主业特长、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坚持市场化思维

和可持续发展路径，是其结合企业实际形成适合自身特色

乡村振兴之路的几大要素。特别是坚持因地制宜，充分尊

重乡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自然环境等客观规律，“一把

钥匙开一把锁”，利用文旅融合赋能的特殊优势，在产业、

文化、生态、机制等方面发力，创新“文旅融合+美丽乡村”

“产业帮扶+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开辟农业文旅“新战

场”，打造美丽乡村“新兵种”，探索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

“华侨城模式”。

和谐共生 绘就美丽乡村画卷

生态兴则文明兴。乡村振兴既要产业兴，人致富，更

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华侨城的乡村振兴探索中，一

直坚持以生态为根，承担起央企的责任担当，推动生态保

护和建设。在昆明乌龙古渔村、江门古劳水乡等一批村落

建设中，依据传统村落适应性保护要求，赋予老村落新的

生命力。走进乌龙古渔村，具有当地特色的传统建筑散见

于田间，这里不仅有昆明传统的“一颗印”建筑，以及“三合

院”“走马转角楼”等民居，还有清代、民国的古建筑等共计

270 余栋，摄影爱好者称这里为昆明的民居博物馆。华侨

城秉持保护性开发的原则，以滇池生态保护、古建筑风貌

再现、历史文化传承为核心，对村容村貌进行修缮和保护

性提升。通过挖掘当地自然人文资源，以自然景观、乡村

文化为重点打造特色农耕田园风光，在保存原乡原貌的同

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致力“渔浦星灯”里的昆明记忆再

次活化，田园牧歌式的美丽乡村再现活力，让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愿景在这里得以实现。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催化剂”和“动力源”，华侨城坚持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不搞“千篇一律”，奉行“各美其美”。

通过充分挖掘不同乡村的山水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

传承乡建、保护和开发民俗，保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

脉，把乡村特有的文化打造成旅游产品的核心卖点，用旅

游的流量优势彰显乡村文化的特殊魅力。同时结合“文

化+节庆”“文化+科技”“文化+融媒体”等方式，在海南三

亚中廖村、南山村将非遗人偶剧、传统乐器演奏等表演形

式融入生活场景，塑造 IP 体系，营造特色节庆，形成“品牌

塑造+文农旅融合赋能”模式，中廖村荣获“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在广东汕尾陆河螺溪谷通过传承客家文化，打

造体验式、浸入式田园生活，定点帮扶援建易地搬迁社区

文化场所等基础设施，促进乡村文化教育振兴。

建设美丽乡村，既要美在“面子”，更要美在“里子”。

华侨城既注重以“美”塑形，也不忘铸就乡风文明之魂，让

绵延赓续的文明乡风成为乡村振兴的精神内核。在具体

实践中，华侨城坚持“党建强村、党建富民”理念，建立健全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

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形成

乡村振兴、富民强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确保乡村社会充

满活力。

立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起点，华侨城将持续在产

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 5 个方

面科学推进，努力形成产业共富、人才共有、文化共兴、生

态共享、社区共治的“五共”体系。特别是持续推动乡村振

兴和文化旅游主业进一步有机融合，积极参与农业、农村

投资建设，带动当地产业链发展，开发农旅、康养、亲子旅

游、度假等大文旅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支持

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数据来源：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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