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搭台政府搭台，，农业成为城乡融合农业成为城乡融合““加速器加速器””
——来自临山镇的一线调研来自临山镇的一线调研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
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这其中离不开政府
搭桥铺路“扶一把”。

作为我市农业乡镇代
表，余姚临山镇就是通过政
府搭台，在农业农村奔向现

代化中加速城乡融合的典型。
临山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强镇这一主线，搭好农业园

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特色节庆“三大平台”，推进传统农业
转型升级，蹚出了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之路。

今年11月，余姚市临山葡萄特色农业强镇入选第二批省
级特色农业强镇名单，成为当地又一张“金名片”。跨越千年
的“临山卫”，正绘出五谷丰登、穰穰满家的幸福画卷，更为
我市传统农业乡镇探索新时代城乡融合的“康庄道”，提供了
可借鉴、可推广的“临山模式”。

农业农村要奔向现代化，离不开
“龙头”引领示范。临山镇政府着力搭
建现代农业园区这个“大平台”，在打
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桩基”的同时，
利用园区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乃至
全镇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进一步加快
城乡融合步伐。

走进临山现代农业园区，田成方
块、沟渠纵横、道路相连。地里，收割
机碾过之处，留下一道道美丽的弧
线；田边，红通通的高粱弯着腰，处处
弥漫着丰收的喜悦。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还
是寸草不生的沿海滩涂。勤劳的临山
百姓围海造田，种植耐盐碱性较强的
榨菜、棉花等作物，但产量低、收入少。

滩涂亦能变绿洲。2009 年，临山
镇大笔一挥，在这片滩涂上精细布
局，并陆续流转周边临浦、临海、梅园
等村 6000 多亩土地，从当地农业农
村发展现状出发，倾力打造滨海滩涂
现代农业多功能综合发展与集约发
展的农业创业园区。

在上级财政支持下，临山镇挖沟
通渠兴修水利，大力实施高标准农田
建设。“目前全镇 3.3 万亩耕地中高标
准农田 90%以上，其中园区已全覆
盖。”分管农业的副镇长缪俊杰说。

同时，镇里积极推进园区土壤改
良、地力提升工程，做好土壤的测土
配方，连续 5 年每年投入 160 余万元，
使用有机肥提升土壤肥力，让农民不
再望“盐碱度”兴叹，为传统农业提升
奠定了基础。

一家家现代农业企业落户园区，
更带动了周边农业农村发展。

园区内的国先、莱骏两家食品公
司均是市级农业龙头企业，从事榨

菜、酸菜、雪菜等酱腌加工。“订单农
业”，成为两家企业与周边农户之间
的产业“纽带”。

“ 国 先 ”每 年 80% 的 加 工 原 料
——约 1 万吨蔬菜，向周边区域农户
收购，“莱骏”的全部原料更是来自周
边。“我们和农户签订保底价，如果当
年蔬菜市场价更高，以市场价收购；
如果行情不好，则以保底价为农户托
底，保障大家收益。”国先公司负责人
沈国先说。

“订单农业”给农户吃下了“定心
丸”，更治愈了盲目跟风种植的“痼
疾”。“以前看什么收益好种什么，种
植面积、收入都不稳定。现在有了定
向 收 购 ，旱 涝 保 收 ，收 益 还 稳 中 有
长。”临浦村村民章玲娣 11 月种下 60
亩榨菜，明年 4 月收割后将卖给国先
公司。

园区企业引种的蔬菜新品种，也
填补了当地空白。宁波甬丰农业公司
引进技术员种植有机花菜，为农户打
开了“新天地”。“周边村庄已有四五
十户村民跟着我们技术员学种有机
花菜，种植面积 400 多亩，每公斤批
发价能卖到 5 元。”公司总经理胡鑫
科介绍。

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改变了“汗滴禾下土”的传统小农
生产方式。这两年，临海村村民阮禾
森在园区大户沈建桥、贝利君等人带
动下，种了 110 亩种子稻。“插秧、收
割统一机械化，还有无人机植保，非
常便捷。越来越多乡亲加入其中。”阮
禾森说，他们还采用水旱轮作模式：
10 月收完种子稻再种酸菜，定向卖
给“国先”或“莱骏”，多一份收益，“亩
产值加起来有八九千元。”

搭好农业园区“平台”
带动周边农业农村“雄起”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是农业农村发展的

“生力军”。“我们通过扶持壮大农
民合作社这个平台，在农业上跨越
了村与村的界线，以产业为纽带将
相关农户紧密融合，致力特色产业
优势更优。”缪俊杰说。

味香园葡萄专业合作社，就是
政府长期引导扶持的“硕果”。在“味
香园”品牌带动下，“余姚葡萄”最近
入选2019中国果品区域公用品牌价
值百强榜，品牌价值达8.95亿元。

52 岁的兰海村葡萄种植户高
海军是合作社社员，从小跟着父亲
下葡萄地，“以前农户种葡萄‘各自
为政’，技术靠自己摸索，品质参差
不齐。临山葡萄相比外地，优势并
不明显。”

2003 年 6 月，镇政府引导 14 户
葡萄种植户成立味香园葡萄专业
合作社，由当时镇农办主任陶建民

任首任社长，并注册“味香园”品
牌。“政府出资为合作社建设葡萄
基地、长廊等基础设施。合作社担
起社会责任，带领农户专注产业做
精。”合作社现任社长傅伟尧介绍。

合作社每月请国家、省市级专
家以及本地“田秀才”，为农户免费
培训，介绍种植经验。“合作社一个
通知，90%以上社员以及周边种植
户不约而同赶来。”高海军的话透
露了大伙对提升技术的渴望。

统一技术、统一包装、统一农
资、统一质量的管理模式，让社员
们走上了标准化生产之路。“比如
葡萄不同生长阶段用什么药、何时
用、用量多少等，社里专家会现场
把脉、对症下药。”高海军说。

精益化种植的探索，更让味香
园葡萄有了质效的双重飞跃。“每
株控穗，每穗控粒，每粒控重，少打
农药，禁用化肥，多用有机肥、菌肥

等。”傅伟尧用一组数据，说明了
“精益”葡萄的效益：10 多年前平均
亩产量四五千公斤，亩产值两三千
元；现在提倡控产、控穗，平均亩产
量下降到 1500 公斤左右，亩产值却
提高到 1.5 万元至 2.5 万元，多的甚
至在 3 万元以上。

同时，引进早、中、晚熟品种，
结合双膜、三膜温室大棚设施栽
培，拉长葡萄的上市期。“原来只有
8 月一个月销售季，现在扩展到 6
月至 9 月，大大提高了种植户的经
济效益。”高海军种了 20 多亩葡萄，
年净利润有 30 多万元。

百花齐放春满园。味香园合作
社惠及的并不仅是社员，还有周边
4000 余户种植户。“社员们对周边
种植户进行传帮带，平均一名社员
或党员带 18 户，按他们需求进行现
场辅导、技术帮扶。”傅伟尧介绍，
合作社还有 30 多名“经纪人”负责

收购葡萄，“大伙坐在家门口就有
好销路。”

味香园合作社的壮大，催生了
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和服务业。目
前，临山有小五金厂专门生产大棚
钢管及连接件。同时，社员们形成
了一支 300 人规模的农业搭棚服务
队，利用葡萄下市空闲期为周边农
户搭大棚。

“由合作社委派队伍，从设计、
材料到施工‘全包’。味香园合作社
搭建的钢管大棚能抗 11 级台风，深
受农户肯定。”傅伟尧告诉笔者，服
务队能搭葡萄棚、柑橘棚、樱桃棚、
杨梅棚等多种大棚，服务范围已从
余姚拓展到上虞等周边地区，甚至
江苏等外省农户也慕名前来相邀。

搭棚，成了大伙的第二大增收
点。“每人每天 300 元，以一年平均
搭棚 100 天算，每人年可增收 3 万
元，300 人队伍可创造近 1000 万元
的‘产值’。”合作社种植大户沈如
峰自豪地说。

目前，临山有葡萄、粮食、青瓜
等多家专业合作社。镇里出台相关
扶持政策，比如每年拿出 150 万元，
奖励获奖的合作社等。

扶持合作社“平台” 让特色产业优势更优

将现代农业与旅游融合，进
一步拉长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
值，农业农村的广阔天地更加“大
有可为”。临山把特色节庆活动，
打造成农旅融合的“引擎”。

从 2004 年起，临山镇每年 7
月至 9 月举办江南葡萄节，以节为
媒，穿针引线把游客请进来，铺路
搭 桥 让 葡 萄 等 特 色 农 产 品 走 出
去，不断推动农旅深度融合。

如今，连续举办 16 届的江南
葡萄节成为临山独有的旅游节庆
品牌，在长三角地区享有盛誉，每
年吸引十余万名游客前来，不但
扩大了“千年临山卫、江南葡萄
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更拓宽了
农业销售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在 政 府 节 庆 导 入 的 高 人 气
下，一些村民也积极抢占农旅融
合的“风口”。临海村村民章建军
就是其中一位先行者。

2009 年紧随打造现代农业园
区的步伐，章建军在园区内筹建
戚海庄园 ，打造集休闲观光、采
摘、餐饮、游乐等于一体的农旅综
合体，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2014 年，占地 300 余亩、总投
资 3000 余万元的戚海庄园开始营
运。园区内种植了葡萄、水蜜桃、
蜜梨等 20 多种精品水果，保证游
客四季可采摘；建有精养鱼塘 50
亩，放养鳖、蟹及汪刺鱼等，供游
客垂钓。

目前，戚海庄园年营业额已

达 800 万元，并带动了周边农产品
销售 。“我们和政府之间互相依
托。”章建军说。

融合，更体现在连点成线、串
珠成链上。2017 年，临山镇统筹优
势资源，推出了北端 5 个点组成的

“江南葡萄沟”特色农业精品路线：
在味香园葡萄长廊品尝葡萄，到余
姚榨菜博物馆了解姚城榨菜产业
发展史，在“欧银”铁皮石斛基地体
验先进育苗技术，到八塘休闲公园
感受海塘变迁的沧桑，在戚海庄园
观美景、尝美食、体验农事。

去年，该镇又将位于老集镇
的南门城楼和南端的久远生态农
庄融入精品路线，把镇南的自然
山水风光、集镇的历史文化和镇

北的现代设施农业串联成整体，
在游览季节、游览线路上实现“双
拓展”。

2018 年临山镇农业产值 14.6
亿元，同比增长 6%；旅游、商贸等
第三产业产值 27.9 亿元，同比增
长 2.2%。“农旅富镇”已成为临山
发展的三大战略之一。“充分利用
省农业特色强镇等‘金名片’，依
托国家级现代农业园区临山核心
区和葡萄产业等优势，加紧培育
农旅特色鲜明的园区亮点，逐步
形成多业态的农旅综合体，争创
葡萄产业强、生态环境美、科技水
平高、历史文化深、农旅结合紧的
葡萄休闲旅游特色强镇。”对于未
来，临山镇党委负责人信心满怀。

打造节庆“平台” 农旅融合转型跨越

临山镇位于杭州湾南岸、余姚西北部，坐拥“南山北海”的地貌特征。镇域面积 49.7平方公
里，海岸线2.9公里。全镇下辖10个建制村和1个居委会，户籍人口3.8万人。

临山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有“千年古镇、抗倭重镇”的称号，是浙东著名的“三卫”
（临山卫、观海卫、定海卫） 之一。

近年来，临山镇相继获得浙江省农业特色强镇、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等荣誉，工农业经济快速增
长，优势产业突出，“味香园”葡萄、“国泰”榨菜、“来宝”香干等品牌享誉全国。 （沈孙晖 整理）

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实
施城乡融合发展成为新时代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抓手，
其实质就是农业农村的高质量
发展和共享发展。

目前，我市有些农业乡镇
及农村发展还不充分，具体表
现为农业还是“弱质产业”，
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还没有真
正形成，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中
小农经济占比较高，农产品质
量有待提高，竞争力相对较
弱。此时，政府担任“铺路搭
桥”角色，显得尤为重要。

在农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中，临山镇政府一手手“落
子”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下活了城乡融合“整盘棋”：
现代农业园区发挥“航母”作
用，带动周边乃至全镇农业农
村蝶变；专业合作社当好“领
头雁”，带领产业争优、农户
增收；农旅融合方兴未艾，既
延伸农业产业链，又扩大地方
知名度，一举两得。

因此，在城乡融合中要让
传统农业“破冰”，政府部门需
找准发力点，精准施策，形成政
府强化担当、城乡共同发力的
良好格局，凝聚加快发展的合
力，早日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
农村现代化。 （沈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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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推进城乡融合调研行解剖麻雀系列⑥ 春耕鹭舞。

俯瞰临山卫。 临山现代农业园区。

初冬临山绿意盎然。（沈孙晖 摄）

葡萄节喜迎八方宾客。

绿水轻舟入画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