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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吉闽宁返乡农民工创业园区：
甄选特色养殖业，引回致富带头人
本报记者 马瑞悦

规格、统一价格、统一销售”经营
发展模式，促成“脱贫+创富联盟”
相互促动、相互推进，从而带动一
大批农民大力发展珍珠鸡特色养
殖，
打响了震湖珍珠鸡品牌。

“甄选真正能让老百姓富起
来的养殖产业，确保生态、经济、
社会效益的多赢，是全乡干部群
众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奋斗目标。”
近日，西吉县震湖乡党委书记李
景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说。该乡把在外积累经验、资
金的西吉人引回震湖闵宁返乡农
民工创业园区，让他们成为致富
带头人中的生力军，全力打造与
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乡村旅游
规划相配套的特色养殖产业。
眼下，
西吉县震湖的老百姓已
经参与到蓝孔雀、
珍珠鸡、
黑山羊、
梅花鹿、斗鸡等特色养殖中来，依
靠特色养殖实现美丽致富梦。

“美丽经济”
——养孔雀
走进位于西吉县震湖乡的宁
夏山屲屲孔雀生态养殖基地，美
丽的孔雀在标准化的禽舍内，悠
闲地来回走动觅食，不时会发出
“咕、咕、咕”的叫声，有的三三两
两凑在一起耳语，有的张开艳丽
的羽翼昂首挺胸，把乡野装扮得
格外美丽。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西吉县
引进 600 多只蓝孔雀落户位于震
湖乡的闽宁返乡农民工创业园，
用特色养殖助力当地农民实现美
丽致富梦。
据宁夏山屲屲孔雀生态养殖
有限公司负责人冯晓宁介绍，一
只成年蓝孔雀每天大概吃 2 两食，
一天两顿，食物大都以玉米和黄

靠黑山羊
打拼出致富路

豆为主。品种、成色不太好的蓝
孔雀，一般做成商品孔雀，孔雀肉
可买到 100 到 150 元一斤。2 年以
后的孔雀主要以羽毛、产蛋为主，
母孔雀一年的产蛋量在 30 到 50
枚，一枚种蛋可卖到 40 到 80 元。
羽毛按长度、色泽可卖 1 元到 20
元一根，用羽毛做成的工艺品更
是价格不菲。

珍珠鸡产业
蓬勃发展
西吉县震湖天合家庭农场是
震湖乡“两个带头人”优秀代表张
敬扬在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
看准珍珠鸡肉质好、耐粗饲、抗病
力强、市场需求量大的品质效益

优势，
于 2013 年 7 月注册成立。
家庭农场以引领带动农民科
学整合放大山坡林草地自然资源
和劳动力资源为立足点，以带领
农民培育发展珍珠鸡特色养殖增
加收入为落脚点，是一家集珍珠
鸡孵化、育雏、饲养、销售、农业休
闲观光、农家生活体验为一体的
现代农业企业。
张敬扬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介绍，农场年孵化、育
雏珍珠鸡 200 万只以上，出栏珍珠
鸡 50 万只，产蛋 500 万枚，实现年
利润 500 万元以上，提供就业岗位
50 多个，示范带动周边两万余户
贫困户发展特色养殖，实现脱贫
致富，是震湖乡以创业带动就业，
促进扶贫开发的先行军，被自治

观点

电商给特色小镇插上翅膀
邵念强

把特色小镇建设和农村电子
商务这两个当下的社会热点联系
起来进行解读，
起来进行解读
，打个比方说
打个比方说，
，特色
小镇好比是飞机的机身，
小镇好比是飞机的机身
，而电子
商务是飞机中的一个发动机。
商务是飞机中的一个发动机
。两
者如能完美结合，
者如能完美结合
，飞机才能遨游
蓝天。
蓝天
。
安徽六安，
安徽六安
，二十多年来有越
来越多的人从事婚纱礼服设计及
生产，
生产
，产品卖到全中国乃至全世
界。迄今已经发展到有 6000 多家
门 店（工 厂）
厂），从 业 人 员 10 多 万
人，
电商网店逾万家。
电商网店逾万家
。
六安康桥特色小镇用风情化
建筑街区打底，
建筑街区打底
，配套了完整的小
镇各项功能。
镇各项功能
。 在规划设计时
在规划设计时，
，就
将智能设计、
将智能设计
、柔性生产与电子商
务系统有效融合，
务系统有效融合
，将软件
将软件、
、硬件及
人员培训通盘考虑，
人员培训通盘考虑
，整个系统可
以快捷高效地完成商务洽商、
以快捷高效地完成商务洽商
、个
性化定制、
性化定制
、设计
设计、
、生产
生产、
、实时监控
实时监控、
、
线上信息反馈、
线上信息反馈
、报关
报关、
、物流配送等

全部流程。六安也因为把特色小
全部流程。
镇建设与农村电商相互结合而成
为远近闻名的典范。
为远近闻名的典范
。
把电商和特色小镇结合得比
较好的还有浙江义乌。
较好的还有浙江义乌
。 近年来
近年来，
，
义乌市政府将电子商务作为战略
性 、先导性的产业来重点培育
先导性的产业来重点培育。
。
2015 年 ，义乌市在全国 600 多个
大中城市当中，
大中城市当中
，国内电子商务贸
易出货率排名第二，
易出货率排名第二
，跨境电商出
货量排名全国第四。
货量排名全国第四
。
义乌国际电商小镇项目属
于省重点工程，
于省重点工程
，是义乌实施“ 电
商换市”
商换市
”战略的重要载体
战略的重要载体。
。 国际
电商小镇目前已经成为拥有“ 新
产业、
产业
、新模式
新模式、
、新技术
新技术、
、新机制
新机制、
、
新领军人物”
新领军人物
”等“ 五新
五新”
”特征的经
济示范区。该小镇坚持人才引
领创新、
领创新
、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
，着力吸
引具有电商云技术应用开发、
引具有电商云技术应用开发
、供
应链金融等实际运用能力的高
层次人才与企业开展创新创业，
层次人才与企业开展创新创业
，
大力培育楼宇经济、
大力培育楼宇经济
、总部经济
总部经济、
、
研发经济、
研发经济
、人才经济
人才经济、
、服务经济
服务经济，
，

全面推进义乌电子商务发展。
应当说，
应当说
，因为大力发展电商
因为大力发展电商，
，这
个“ 国际小镇
国际小镇”
”已经名至实归
已经名至实归，
，逐
渐发展成为实体贸易市场最重
要的产业渠道，
要的产业渠道
，也成了全国网商
集聚区、
集聚区
、全球网贸中心和跨境电
子商务高地。
子商务高地
。
以上案例充分说明，
以上案例充分说明
，特色小
镇的建设，
镇的建设
，一方面要整合区域内
的核心资源，
的核心资源
，为欠发达地区经济
社会综合发展创造更完备的物质
条件。
条件
。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要积极借助电
商的力量，
商的力量
，通过电子商务技术（平
台）实现在更大市场规模内进行
交易和在更大范围内整合配置资
源，这种商务经营的新模式
这种商务经营的新模式、
、新平
台 、新途径有助于特色小镇摆脱
发展瓶颈，
发展瓶颈
，激发地区潜能
激发地区潜能，
，进一步
反推地区的产业化、
反推地区的产业化
、城镇化和现
代化变革。
代化变革
。
（作者系北京海渤湾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国际城
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商业不
动产专委会常务副主任）

区农牧厅认证为全区唯一一家具
有珍珠鸡苗繁育资质的家庭农
场、自治区示范家庭农场、自治区
级林下示范基地。
同时，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
采访中了解到，2016 年天合家庭
农场为西吉县 2.7 万多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投放珍珠鸡苗 113.7 万
只。同时，农场实施基地共建、市
场共创、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资
源共用抱团发展机制，同步为农
户提供饲养技术培训、疾病预防
服务，跟进解决生产难题，与建档
立卡贫困户签订协议，从根本上
解决了农户销售难题，让农户养
放心鸡，
赚放心钱。
目前，天合家庭农场初步形
成了“统一技术、统一品种、统一

（上接第九版）
2015 年 8 月“古北口战役阵
亡将士公墓”被国务院列为国家
级抗日纪念设施，目前加大力度
保护国家级抗日纪念设施，弘扬
全民族抗战精神。

旅游民宿等特色小镇
建设加速
在推动镇域经济社会发展
上，古北口镇确定了“文化立镇、
旅 游 强 镇、生 态 富 民 ”的 发 展 思
路，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和独特
深厚的人文资源，加大招商引资
和投入力度，大力发展文化休闲
旅游产业，全力推进“国际休闲文
化特色镇”建设。在促进本镇整
体发展上，壮大地区休闲文化旅
游产业上下功夫、做文章，大力发
展“一村一品”，推动一三产业融
合发展。
目前，古北口、司马台、河西、
汤河四个重点民俗村实现规范化
发展，特别是古北口村、司马台村
按照“一个民俗村就是一个乡村
酒店”的发展理念，着力打造标准
化、规范化、特色化的乡村旅游产
业，成为全市乡村旅游发展的典
范。北京市 24 个古村落中，密云

宁夏源丰农牧业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位于西吉县震湖闽宁返
乡农民工创业园区，据公司总经
理 南 国 强 向《中 国 企 业 报》记 者
介绍，公司主要从事北方系土种
黑山羊的养殖与繁育、推广与销
售 。 现 有 震 湖 、田 坪 、兴 平 三 个
繁育基地，常年向社会提供优质
黑山羊种羊，联合当地农户组建
合作社进行散养，提供养殖技术
和疾病预防服务，推广建立肉用
黑山羊质量安全监测体系，回收
农户散养肉用黑山羊上市销
售。目前，是全国北方系土种黑
山羊养殖与繁育规模最大的企
业。
据了解，西吉县震湖黑山羊
属于高原土种山羊，自然放养下
高原充足的日照，独特的震湖水，
丰富多样的优质牧草，成就了黑
山羊羊肉肌纤维细，肉质细嫩，味
道鲜美，膻味极小，营养价值极高
的品质，是绿色山羊品种，被誉为
餐桌上的“肉食珍品”。
震湖乡长冯良斌说，为了帮
助回乡创业者发展，解决黑山羊、
珍珠鸡等产业的养殖困难，震湖
乡探索出了新的产业培育机制。
2016 年，依托回乡带头人就业的
贫困就业者收入达到 1 万元。

涉及 5 个传统村落，古北口镇古北
口村、河西村、潮关村名列其中。
其他村的产业发展也各有特色，
杨庄子冬枣、龙洋蔬菜、北甸子大
桃、北台御葱，
均已初具规模。
古北口村位于长城脚下，潮
河之滨，自然风景优美，旅游资源
丰富。村北蟠龙山为古北口封口
锁关的两大屏障之一，长城以保
持历史原貌而著称，将军楼和 24
眼楼是这段长城建筑的精华所
在。景区内除明代长城外，还有
北京市最古老的北齐长城。2008
年古北口村被市委农工委评为
“北京最美的乡村”，2011 年被农
业部评为“中国最具魅力休闲乡
村”，是北京市第一个获此殊荣的
乡村。
据古北口镇党委委员、古北
口村党支部书记宋立滨介绍，古
北 口 村 历 史 悠 久 ，文 物 古 迹 众
多。从文化上讲，有着抗战文化、
边塞文化、庙宇文化、长城文化、
爱国文化等文化资源，近年来，上
述文化资源得到较好的保护、整
理和传承。接下来将进一步挖掘
整理古北口传统历史文化，
积极探
索以古镇、
古村落为特色的文化建
设，积极完善基础设施，引导乡村
旅游提档升级。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