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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村相融理念的观光农业园产业规划设计研究——以桑枣镇为例 

王成彬，李燕琼 ，袁犁 (西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摘要 在产村相融、成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以安县桑枣镇观光农业园区为例 ，探讨产村相融在 

观光农业园区建设中的应用，指出产村相融关键在于产业，重点提出从 园区产业、园区产品2个方面进行园区建设，为观光农业园区今 

后的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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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ourist Agricultural Garden Based Oil the Idea of Industry-village Intermingle Taking Sangzao 

Town as an Example 

WANG Cheng-bin，LI Yan-qiong ，YUAN Li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_ 

nology，Mianyang，Sichuan 621010)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village intermingle，advancing the iqew village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 

tion acfive~，taking Sangzao tourist agricuhural garden as an example，the application of industry-village intermingl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ourist 
agricultural garden was studied．Industry was the key of industry—viHage intermingle．It pointed out that the tourist agricultural garden should be con 

strueted from garden industry and garden product．It could giv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ourist agricultural garden in future． 

Key words Industry—village intermingle；Tourist agricultural garden；Planning and design 

近年来，我国观光农业飞速发展，观光农业园的建设也 

是如火如荼，并取得了巨大成果。但是目前对于观光农业园 

的研究重点主要是在园区的建设方面，包括园区的发展模 

式、选址要求、基础设施建设等，而对当地农业产业的发展却 

关注较少，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在建设的过程中出现 

了重园区建设而轻视产业发展等问题，导致园区建设与产业 

发展相脱节。为解决上述问题，把产村相融的理念引入到观 

光农业园的规划建设中，并以安县桑枣镇为例，探讨产村相 

融在观光农业园区建设中的应用，重点提出从园区产业、园 

区产品2个方面进行园区建设，为以后的观光农业园建设中 

更好地解决产村相融问题提供一个具有可行性的规划建设 

模式。 

1 产村相融的内涵 

所谓产村相融，即新农村的建设与现代农业发展密切联 

系，新村建设是产村相融的载体，并以产业发展为支撑；新农 

村建设促进产业的发展，以当地产业发展推动新村建设，新 

村建设与产业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简单 

地界定为：“以产带村，以村促产，产村相融”。“以产带村” 

即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按照本地的特有 

优势，因地制宜，确定产业的发展方向、产业类型等，建设现 

代化农业产业基地，培育具有当地特色的支柱产业，并与观 

光农业相结合，带动农民持续增收，为观光农业园区建设提 

供资金保障。“以村促产”即是通过美丽新村建设促进农业 

产业的发展，新村建设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主导产业布局、 

道路及竖向规划、农业产业规划等。新村的合理布局有利于 

当地居民与外面的经济联系，对产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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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村相融要求在加强新村建设的同时，注重村镇产业的 

发展；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引入第二、三产业，加大技术投 

入，实行农旅结合、三产互动、协调发展，发展现代农业。观 

光农业的发展能够充分开发农业资源，带动旅游等相关产业 

的发展；观光农业园区的建设是加快转变农村产业发展方 

式、促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两化”互动的重要环节。 

2 实现产村相融需解决的问题 

当前对产村相融的模型研究较少，也无现成的案例可以 

借鉴，故要实现真正的产村相融定会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 

决，笔者认为新村建设滞后、产业发展不足是问题的重点，加 

强观光农业园区产业建设，是解决产村相融问题的关键 。 

观光农业园区产业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关键是在土地管理、建 

设经验、经济基础、配套设施等方面。 

《宪法》规定我国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在实践 

中，“集体”对土地的管理和监督程序、形式及法律并未进行 

明确规定，对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也无具体的权限界定， 

由于农民在耕地上的权限不明确。时常面临被征用和回收的 

风险，农民对土地难以形成长期而稳定的收益预期，降低了 

农民对土地投资的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在农村推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这种 

制度的施行在一定时期内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促进 

了农业的发展，但近年来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就 

是把我国的农业用地划分的十分细碎、用地分散，这种小规 

模的分散经营，严重阻碍了农业产业化和观光农业的发展。 

其次在建设经验和经济基础方面，在产村相融的背景下，观 

光农业园区产业的发展面临着经验缺乏、人才短缺等问题， 

目前，在产村相融背景下的观光农业园的建设研究还没有成 

熟理论和建成的案例可以借鉴。再加上农村大多地区经济 

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也不够完善，很难从外面引进人才，甚至 

当地的人才也出现了大量外流的现象。目前，我国农村大都 

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业产业发展仍比较落后。虽然各地都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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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广先进科技，但是农村土地有限，单 

靠目前的种养方式无法实现收入的突破，造成资金积累不 

足。同时，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缓慢，经济效益普遍偏低，观 

光农业的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仅仅依靠当地的经济 

条件，将会影响产业化推进的进度。 

3 产村相融模型的构建 

当今，关于产村相融模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比较少， 

没有现成的案例可以借鉴，然而，产村相融互动的核心取决 

于产业，因此产业互动对产村相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以 

产业融合互动模式为基础结构，结合产村相融特征，构建产 

村相融的互动模型，在产村相融背景下的观光农业园区建 

设，要以农业为基础，延长农业产业链，积极推进农业现代 

化、产业化，并融合旅游业、现代服务业而形成的一种新的产 

业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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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产村相融的互动模型 

Fig．1 Interactionmodel ofindustry-villageintermingle 

新村产业的发展在观光农业园建设的过程中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是实现产村相融互动的核心。该研究以桑枣镇 

观光农业园产业规划为例，本着“以文为本，因地制宜”的规 

划思想对园区产业进行规划设计。在保护和开发现有产业 

的基础上重点规划适合当地发展的生态产业，做到“一村一 

品”，突出地方特色，打造独具特色的田园风光，发展生态农 

业和乡村旅游业，并把农家乐的建设和产业发展相结合，增 

加农民收入，进而带动全域经济的发展，并完善基础设施的 

建设，方便当地农民的生产作业 

4 基于产村相融的观光农业园特色产业规划设计 

4．1 产业基础与发展条件 桑枣镇拥有便利的交通优势和 

良好的区位优势。规划区的9个村(立志、红牌、松林、干柏、 

跳石、花庙、浴溪、海水、石佛)农业产业主要以种植业为主， 

生产水稻、蔬菜、油菜等。2o14年，规划区种植水稻473 hm 、 

油菜 133 hm 、蔬菜55 hrn2；种植玫瑰80 hIll2、葡萄10 hIIl2、核 

桃320 hm ；种植中药材 67 hrn2。养殖业主要为生猪出栏 

3 300头、小家禽2．5万只、水产养殖 17 hHI2。根据现有产业 

基础和资源优势，集中连片发展玫瑰、莲藕、核桃、中药材、葡 

萄等产业。通过特色农业产业基地景观节点打造、产业文化 

挖掘及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发展观光农业，拓展农业功能，实 

现一、三产业互动。 

4．2 规划设计原则 观光农业产业的规划设计一定要遵循 

季节性、生态性、经济性和文化性原则。农业发展受季节性 

因素的制约，因此要充分考虑季节因素，以便制定在农业生 

产、观光游览等方面的战略。生态性是观光农业的重要优 

势，产业的规划设计一定要体现生态性。经济性是观光农业 

产业发展要考虑的必要因素。最后，观光农业园产业规划应 

展现当地传统文化，通过对文化的传承与打造来提升观光农 

业的深度。此外，还要坚持统筹协调原则，统筹特色农业产 

业区整体布局，每个村着力发展一个特色产业，加快构建特 

色产业集群，带动镇域经济发展。 

4．3 产业发展模式 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模式。例如： 

山东寿光蔬菜产业的发展。农业科技示范区模式，该模式主 

要依靠农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技术支持。例如：陕西杨凌示 

范区。关联产业发展的农业发展模式，该模式是由厂商投资 

先建立初级的产业，经过不断的发展，后续再建立产前、产 

中、产后全套的产业服务。桑枣镇观光农业产业发展推行 

“农业企业 +专业合作社 +农户”“公司 +专业合作社 +基 

地”等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并规划建立玫瑰、核桃 一中药 

材、金银花、绿色葡萄等四大特色农业产业示范园“组团”，形 

成“园中园”带动模式 。 

4．4 特色产业发展规划 园区依托以上五大特色农业产业 

发展观光农业，使规划区总体呈现“一带四区”空间布局格 

局。“一带”即绿色莲藕产业带；“四区”即玫瑰种植区、核 

桃 一中药材复合种植区、金银花种植区、绿色葡萄种植区。 

产量总体布局见图2。 

4．4．1 玫瑰产业规划。规划区2014年种植玫瑰约 80 hrIl2， 

主要布局在红牌村，品种以大马士革为主，玫瑰产业初具规 

模。经营主体为安县金三鑫玫瑰种植合作社，目前，该合作 

社正在扩大种植规模，对整个园区建设作进一步发展规划。 

园区着力打造集“高新特色花卉农业 +玫瑰温泉养身+花海 

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特色产业园，使之成为桑枣镇三次产业高 

度融合的新型产业化项目。采用食用玫瑰与观赏玫瑰兼种的 

方式，以大马土革和四季玫瑰为主。玫瑰产业布局见图3。 

4．4．2 莲藕产业规划。2014年，规划区莲藕种植面积 

53 hIn2，实现产值 80万元，主要布局在干柏村，预计到2020 

年，规划区共发展优质莲藕 167 ，引进安徽省莲藕种植大 

户专业经营，带动当地农民种植。权力打造优质莲藕种植基 

地。“十里荷塘”观光农业旅游带，以产业的发展带动当地旅 

游的发展，并为园区建设提供资金。莲藕产业布局见图4。 

4．4．3 核桃产业。目前，规划区种植核桃 285 hm ，主要布 

局在海水、石佛和浴溪。但目前种植的核桃普遍成活率低， 

树苗长势不好，同时还存在基础设施不配套、技术管理水平 

较低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规划到2020年，发展 

优质核桃400 hm ，实现产值3 100万元。主要布局在干柏 

100 hIIl2、花庙33 hm 、浴溪67 hl1l2、跳石67 hIl12、石佛53 hm 、 

海水80 hm 。重点打造林药立体农业生态观光园，带动特色 

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实现产村相融。核桃产业布局见图5。 

4．4．．4 葡萄产业规划。2014年，规划 区葡萄种植面积 

l0 hm ，实现产值 150万元，主要布局在石佛村，主要由1家 

葡萄种植大户专业经营。预计到 2020年，在石佛村发展优 

质葡萄67 hm ，建设千亩(67 hrn2)绿色有机葡萄种植基地， 

打造葡萄生态观光采摘园，实现村民当地就业，促进农民增 

收。葡萄产业布局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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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产业总体布局 

Fig．2 General layout of industry 

口 

图3 玫瑰产业布局 

Fig．3 Layout of rose industry 

5 产村相融对观光农业园区规划的影响 

产村相融是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重点，对观光农业同的 

规划影响极大。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产业发展、道路交通 

及景观风貌设计与保护等方面。 

首先，在经济方面，推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为园Ⅸ的建 

设提供物质基础和财力保障。观光农业园区的建设必需要 

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作为支撑，产业的发展也需要大量资 

金 。资金投入的多少不但会影响产业规模和产业发展的 

水平，也制约着园区建设的顺利进行。而产村相融理念必定 

能促进观光农业园区经济层面的测整，积极推进农村经济产 

业化发展，而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扩大就业，还能为同区的 

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其次，在产业层面，产业基础是产村相融的核心。充分 

利用园区已有的产业基础，对观光农业园产业选择进行科学 

定位。紧紧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特色产业发 

展推行“农业企业 +专业合作社 +农户”“公司 +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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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莲藕产业布局 

Fig．4 Layout of lotus root industry 

图 5 核桃产 业布局 

Fig．5 Layout of walnut industry 

社 +基地”等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 ，构建利益均沾、风险共担 

的农业产业化利益分配机制。把握地方特色及优势，以市场 

为导向，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根据当地的资源优势和现有 

的产业基础，集 中连片发展特色产业 ，实现规划区特色农业 

产业的规模化布局、标 准化生产 。打造当地 的品牌优 

势，实现农民持续增收，带动当地经济快速发展。 

最后 ，交通条件的好坏对观光农业园区的形成与发展有 

很大的影响，对产村相融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但是很多地 

区由于交通不便，致使各种生产要素流通受阻，产业一般仍 

以传统种植业为主，阻碍了园区建设；在交通便捷的地方，城 

乡之间就会联系紧密，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三次产业融合 

发展，因此要大力发展交通，构建便捷的交通系统，并有效吸 

引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等向园区聚集，加快园区的发展。 

6 结语 

产村相融是未来农村发展的方向，如何将产村相融理念 

融入到观光农业园的建设之中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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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葡萄产业布局 

Fig．6 Layout of grape industry 

该研究l本荷“以人为本，冈地制宜”的规划思想，分析产村相 [2] 衅．以f I{吏和旅游为荇力点的农、【I， 《发胰 Ij．今日 ： ，2010 

融的内涵、实现产村相融要解决的问题及产村相融对观光农 [3]； 笨3，饶／-± 3扣8月． ：村卡̈融 景下的乡村旅游转 厂卜纨Ⅲ ：以 县疗碑 
业罔 建没的影响 ，将产村相融理念运用于桑枣镇观光农业 村为例⋯ ．技术与市场，2013，20(11)：252—253． 

同的规划建设之中，并通过对观光园区内玫瑰产业 、莲藕产 [ 冲·现代 _I，园区的发展 翅略思考⋯ ·北 伙、ll，,2015(33)：167一 

业、核桃产业等的规划设计，使得观光农业园的规划设计更 [5]路光明．潍坊市特色农、『 发展问题研究：以跚圭 f、为例fD1．泰 ：Il 0 

量竺 、科靴、可操作性胤 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蕊 、 袅特色农业发展 J】． '2()14’42 
参 考 文献 (19)：6413—6415． 

[1]李f ．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路 [J]．f 音B大开发，2013(6)：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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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并n由于只有一人值岗，缺乏相对的约束，所以金融协 

篱员 I：作服务态度和效率上也会由于银行疏于监管而存 

懈怠的现象。银行应在今后的人员选聘中实行更加严格 

的技能培训和考核制度，同时应对小微金融便利店的运行情 

况进行更加及时、有效、全方位的监管T作。 

，农村商业银行存发展金融便利店时可以借鉴境外 

发肥 t：Ixl银行的成功经验 ．扬长避短，凶地制宜，在吸收困 

内外先进经验的同时寻求更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比 

如我闻龠湾存超市(例如7ll便利 )常没有 ATM，民众存取 

款非常疗便，有助于提升渠道便利稗度。美国的社 银行相 

比台州农村商业银行目前 在开设的金融便利店，金融产品 

更JJ【l多元，金融服务更加丰富。此外 ，社 区银行与大银行丰臼 

比，具l行信息优势，使其有较强的风险识别能力，从而在巾小 

企业货款巾获得比大银行更大的安全盈利空问 。14前台 

州开设的金融便利店的贷款服务仍不完善。 此，金融便利 

Jr 可利川 关系 借贷的优势开展贷款业务，将软信息 

作为银行评估农户信件j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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