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记者 朱艳 图 /由区委改革办提供

[ ]

2020 年 11 月 20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朱艳 电话：0571-63746131 电邮：ZY@lanews.com.cn 3专版 L I N A N T O D A Y

在太湖源镇水果笋现代农业园

里，横徐村村民喻青云正在翻土劳

作。喻青云是个老笋农，种了 30多年

雷笋，几年前，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

尝试着把家里一亩多地培育水果笋，

没想到，年收入翻了一番。“水果笋是

个好东西。”喻青云喜笑颜开

太湖源镇水果笋现代农业园的

负责人叫林汉良。近年来，他通过“公

司 + 基地 + 农户”模式，带动村民增

收致富。公司按照每亩每年 1000 元

租金，从 200 多户农户手中流转了

1000 亩林地，用来种植公司精心培

育的特色水果笋。村民可以到基地打

工，也可以自己种植水果笋，公司会

提供免费的技术指导。

“当然，水果笋种植是只是产业

园的一部分。我们还充分挖掘了水

库、草坪、竹林等生态资源优势，提供

挖笋、科普、观光、垂钓、亲子游等休

闲体验，实现农旅结合融合发展。”林

汉良向记者介绍他的“蓝图”。

水果笋现代农业园作为九大园

区之一，也是太湖源省级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的一个缩影。2018 年，

太湖源创建省级现代农业园，2019

年，又创建了省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两年来，该镇聚焦“两园”建

设，按照“做强一产、做优二产、做活

三产、三产融合”的发展思路，以打造

竹笋全产业链和全域景区一体化运

营为主线，以“天目雷笋”“红叶指南”

“太湖源山居”等品牌共享为纽带实

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在两园建设中，我们着重构建

‘以产引才、以才促产、产才融合’的

格局，通过引智回乡，让乡贤发挥专

长，助力产业发展。同时，吸引和鼓励

优秀青年返乡创业。”太湖源镇相关

负责人说，如精品民宿云栖枫林就是

青年回乡创业的典型。

云栖枫林民宿，坐落在指南村里

一棵 500 年的老银杏树下。民宿主人

是“80 后”青年罗云妍，是土生土长

的指南村人，原本在杭州从事酒店管

理工作。2015 年开始，细心的她发现

村里的道路变干净了，水更清澈了，

环境也不再是那么乱糟糟了，就动了

回乡创业的念头。“爸妈以前是开农

家乐的，现在年纪大了，如果我能在

家就业，还能陪伴他们。”罗云妍说，

更何况，指南村早已经变成网红村，

每年都有大批的游客过来，她对发展

民宿有信心。

2017 年，罗云妍回到村里，自己

设计、监工，花了一年多时间，投入

150 万元把闲置的房子连同经营了

十几年的农家乐一并改造成民宿。

2018 年 8 月，“云栖枫林”开门营

业。今年 8 月，民宿开业整整两年，

罗云妍投入的 150 万元成本已全部

收回。

在美丽乡村和村落景区化的引

领下，指南村、白沙村等“网红”村落

大放异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回乡创业。近两年间，光是指南村就

有十多位像罗云妍这样的年轻人回

家办民宿，其中有不少大学生。还有

的年轻人，正赶赴在“回家”的路上。

他们的回归，让民宿经济也向集

群化、标准化、品牌化、融合化的目标

高质量发展，并打响了“太湖源山居”

区域品牌。2019 年，太湖源、神龙川、

东天目三大景区共接待游客 53.73 万

人次，实现门票收入 1768.4 万元，农

家乐和民宿共接待住客 209.73 万人

次，实现经营收入 1.66 亿元。

在多部门的协同下，太湖源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呈现

农业加快转型升级、农林产品加工业

实现提质增效、旅游服务业不断纵深

发展的良好局面。在此过程中，村民

也完成了“卖山头”到“卖生态”转变，

走上了绿色致富道路。尤其是“流转

得租金、入园挣薪金、经营赚现金、入

股享股金”多元化的收入模式，大大

增强了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不仅富

了农民，也强了集体。20个村完成集

体总收入 30 万元、经营性收入 10 万

元的目标，其中 13 个村经营性收入

达到 20 万元。”该负责人表示，太湖

源镇接下来将进一步整合资源要素，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

化产业融合力度，努力打造乡村振兴

的示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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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区作为首批部省共建乡村振兴示范省先行创建单位之一，近年来，紧紧围绕全省大花园建设，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持续全面深化改革，放大“两进两回”优势，把各类资源要素向
农村汇聚，进一步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全力打造全省乡村振兴的“临安样本”和“临安经验”。

据统计，今年以来，我区已建成示范型村落景区 4个，实现项目落地 10 个，带动社会投资 3亿元，实施科技特派员专项项目 26 个，推广农业新技术 40余项，培训农民 4.38 万人次，吸
引返乡“双创”青年 200 余人、新乡贤 600 余人。

11 月 13日，温泉湍口示范型村落景区正

式建成对外开放。

走进湍口镇八都老街，昌化竹编馆见证着

老手艺人的匠心，老裁缝铺诉说着几代人的芳

华故事，阿公豆腐坊继续散发出熟悉的味道

……“示范型村落景区的建成，为湍口带来了重

大发展机遇，也是湍口借助项目建设不断改善

镇村人居环境，提升小镇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湍口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蔡杰接受采访时表示，

而村落景区运营商的介入，让小镇焕发更多活

力。

去年 9 月，以章小云为核心的杭州云之雀

实业有限公司分别与湍口镇湍口、迎丰、三联 3

个村负责人签定了村落景区运营管理合作协

议，由云之雀充当市场主体，运营湍口旅游风情

小镇以及温泉湍口示范型村落景区。运营商入

驻运营后，温泉湍口村落景区淡旺季概念日渐

弱化，逐步走向“四季全时，淡季不淡”的欣荣大

道。

在湍口镇“住”下后，章小云以温泉度假为

核心，以“湍口吴越泉，八都十三里，四水归明

堂，非遗扬四方”为主题，打造“八都十三里景

区”。“我们充分汲取湍口镇 13 个村的优势资

源，整合培育‘八都十三里风情中心街’，将非物

质文化遗产、新型农业、生态田园、老字号手工

艺、传统小吃等融合。”章小云说，按照“前店后

坊”式的布局，打造一体式参观、感受、体验平

台，给予游客“乡愁归宿处，心灵栖息地”的质朴

感受。

从相继完成中高端民宿、休闲茶吧、非遗烫

画体验馆、阿公石磨豆腐坊、湍口十三味民俗餐

厅等一系列业态的落地开发，到策划推出红毛

狮子衍生文创产品以及洪岭红茶、雪山大米、三

联索面、昌化豆腐干等情怀伴手礼，再到组建乡

村厨娘会，成立湍口“八都巷子”民宿小集群，桩

桩件件行之有效的运营手段，为这片产品单一

的土地，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无限可能。

据统计，今年，温泉湍口村落景区旅游接待

人次达 4.6 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 2680 万元。

其实，这不是章小云第一次做乡村运营师。

早在 2014 年，章小云所在的临安旅游集散中

心有限公司就与清凉峰镇杨溪村有过合作。依

托郎氏祠堂、韩世忠墓等，他们共同开发了“忠

孝学堂”课程，每年吸引 1 万余名学生游玩，体

验忠孝文化。

2017 年初，为创建浙江全域旅游示范市，

临安着手整合美丽乡村，打造村落景区。为了让

乡村看起来美，发展起来更美，区文旅局创新提

出了“村落景区市场化运营”的概念。据区文旅

局副局长陈伟洪介绍，这种概念的出发点是，形

成运营商当“主角”、村集体和村民当“主人”、专

家团队当“师爷”、政府当“店小二”的新型城乡

合伙人运营模式，破除政府“大包大揽建设”、村

集体“外行搞经营”、运营商“短期赚快钱”等难

点问题。“也让一群有能力、有平台、有资源、有

情怀的人士回归乡村，充当‘第二村委’，由他们

负责旅游产品打造、主题活动举办等，形成具有

一定盈利能力的乡村业态，最终收益按照公司

股份分成。”陈伟洪说，每年底，区里还将组织第

三方机构开展绩效考核，对考核合格的乡村运

营师实行 20万元至 100 万元不等的奖励。

章小云就是因为在年度考核中，杨溪村集

体经济翻番、农民收入提升 20%以上的好成

绩，才会又担重任，成为湍口镇 3村的运营师。

除了湍口镇的 3个村，还有太阳镇双庙村，

天目山镇月亮桥村，高虹镇石门、龙上、大山村

……全区共 14 家运营商与 22 个村集体完成

合作签约，帮助村集体实现增收 1962 万元、村

民人均增收 2400 元。他们的入驻，不仅带来了

资金、人才，更让乡村资源变资本，让乡村产业

“活”了起来。

说起以前的高虹镇，风景秀美，但山高路

远；说起现在的高虹镇，脑子里蹦出的便是“龙

门秘境”，一个兼具“诗和远方”的地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中

一个路径是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

化兴盛之路。那么，这条路如何让走？“龙门秘

境”给出了很好的答案。在村落景区建设中，

“龙门秘境”通过改革赋能，让“资源变资本”。

和许多偏远乡村一样，过去的“龙门秘境”

也存在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不强、农民收入增

长动力不足、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转型速度不

快等问题。

2018 年，浙江省开展农村综合改革集成

示范区建设试点工作，首批选择了 6 个区县

（市），龙门秘境村落景区成为杭州地区唯一

试点。伴随着村落景区创建，我区抓住改革

机遇，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围绕“生态宜居、村强民富、产业振

兴”的发展目标，在“龙门秘境”实施了生

态保护、赋权活能、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

四个方面的“12+X”改革集成项目，走出了

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通过改革集成，环境好了，村庄美了，也盘

活了沉睡的乡村资源，有了吸引工商资本参与

乡村振兴的底气。如，垄上行民宿就是改造闲

置农房而成。2018 年国庆期间试营业，一开张

便生意火爆，10 个房间几乎天天客满。垄上行

的投资者正是高虹镇的乡贤娄敏。她最初的想

法很简单：希望通过民宿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

人才、项目、资金是村落景区运营的重中之

重。“如何将美丽环境转化为美丽经济，提升村

落景区自我营利能力，成了最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据高虹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镇强化党

建引领，成立“两进两回”联合党支部，把党员、

乡贤精英、普通村民、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工商

资资本等各种力量都聚到“龙门秘境”，让“两进

两回”落地见效。

2017 年，凭借着深耕文创企业多年的经

验，以及对家乡的了解，娄敏从几十名应聘者中

脱颖而出，成为三村“大管家”。三年来，娄敏共

投资 6000 万多元，收购或租赁石门老供销社、

石门敬老院、石门老街若干民居、龙上村木粉

厂、大山村古梯田、金菊坞菊花基地等众多村内

闲置资源，发展乡村特色旅游。此外，她还创建

了共享商城，让村民们参与到共享经济中来。村

落景区运营以来，直接带动 100 多名村民就

业，为村集体增收 20余万元。

今年截至目前，龙门秘境示范型村落景区

共接待游客 40 余万人，同比上升 61.2%，旅游

总收入 1800余万元，同比上升 78.8%。

乡村运营 风景变“钱景”

改革集成 资源变资本

产村融合 青山变金山

高虹镇“龙门秘境”

太湖源镇省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太湖源镇指南村天池

天目月乡村落景区湍口镇八都老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