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21 年第 23 期

农村经济学

杨家营子现代农业示范园管理体制的构建与实施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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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翁牛特旗杨家营子现代农业示范园承担京蒙精准帮扶和乡村振兴的使命入手袁阐述了杨家营子现代
农业示范园的概况袁指出了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袁对在实践中积累的管理经验进行归纳总结袁构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
管理体制袁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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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是指拥有一定土地规模尧产业
布局合理尧要素高度集聚尧多功能有机融合及一尧二尧
三产业联动发展的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区 遥 现代农业
[1]

园区通过引入轻工业和服务业袁借助区域特色优势袁
采取规范化操作袁实施标准化生产尧加工尧流通作业袁
实现规模化经营袁为传统农业注入崭新的内涵遥 现代
农业示范园承担着区域内乡村振兴的重要示范引领
作用袁是农业新品种尧新技术尧新模式展示示范的重要

作资金 5 400 万元的 2%可带动 90 名村民在园区就

业袁年务工收入108 万元曰京蒙协作资金的 6%用于

嘎查村集体收入袁可带动 1 080 户袁年均增收 3 000 元遥
其中易地搬迁资金 1 600 万元的 2%可带动 26 名村民

在园区就业袁年务工收入 32 万元袁异地搬迁资金的 6%

用于嘎查村集体收入遥 2020 年袁园区负责人被授予赤
峰市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遥 2021 年袁园区又被

列入乡村振兴示范园遥

载体遥 杨家营子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是北京市通州区对

杨家营子现代农业示范园立足当地气候尧地形尧

口精准帮扶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的现代农

土壤母质尧生物及农牧业活动的实际袁清晰地认识到

业项目袁是赤峰市单体建设面积最大尧园艺设施标准

园区土壤形成的特点尧理化性质尧肥力特点尧障碍因子

最高的现代农业示范园遥

等诸多因素袁按照地形走势合理规划布局袁既保留了

1 杨家营子现代农业示范园概况

防护林袁又拓展出了建设设施大棚的耕地袁做到野林中

杨家营子现代农业示范园位于享有野玉龙之乡冶美

有园冶野园中环林冶袁将沙漠尧草地尧绿洲等草原元素嫁

誉的翁牛特旗驻地乌丹镇东郊的城乡接合部袁占地

接到生态园区袁构建起了宏大的生态格局遥 园区内设

面积 387.07 hm 袁政府总投资 1.7 亿元袁于 2020 年 5 月
2

6 日至 9 月 30 日施工建设袁建有高标准冬暖式日光温
室 607 栋袁配套水尧电尧路等基础设施遥

园区内的所有日光温室产权归翁牛特旗政府所

施大棚设计科学尧布局合理尧错落有致袁呈现出内蒙古
农牧交汇区域的地域特色袁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遥
园区生产区在集成酵素番茄尧碱地香瓜尧沙地西
瓜等传统瓜菜生产示范的基础上袁又配植国际名尧特尧

有袁内蒙古中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园区 20 年

优尧稀蔬菜新品种示范和野南果北种冶热带水果采摘观

业收益为投入资金的 2%袁通过灵活务工或长期务工方

植物袁形成四季花果飘香的野玉龙江南冶景象袁成为京

运营权遥 综合收益为投入资金 1.5 亿元的 8%袁其中就

式袁带动 250 名周边村民在园区就业袁年务工收入达
到 300 万元曰资产收益为总投入资金的 6%袁由旗政府

光园袁棚间栽植金银花尧枸杞尧牡丹尧食用玫瑰等药食
蒙农业协作的成功典范遥 园区加工商贸文化区集成果
蔬精深加工尧仓储物流尧电商平台尧农业奥特莱斯等设

统筹将收益分配给嘎查村袁增加嘎查村集体经济收入袁

施于一体袁保证产品流通遥 园区整合翁牛特旗万年历

通过设置公益岗位尧奖励尧保障等方式带动村民增加

史和赤峰市野红山冶文化的深刻内涵袁联通山嘴子乡上

收益袁带动 3 000 户袁年均增收 3 000 元遥 其中京蒙协
作者简介

高亮渊1968要冤袁男袁山东潍坊人袁高级农艺师袁从
事现代农业研究工作遥
收稿日期 2021-05-15
208

窑村老虎洞山顶上发现古人类洞穴遗址袁挖掘出翁牛

特旗 1 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文明遗址和海金山尧

头分地尧解放营小转山等新时期时代原始农业的遗址袁
还原夏商冶炼尧春秋战国游牧生活景象以及辽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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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状况和耕种尧织布尧制盐尧冶铁尧建造房屋城郭等
古代生活景象袁勾勒出大美翁牛特尧现代农业园尧生态

2035 年远景目标刚要中袁野优先发展农业农村袁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冶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袁也是社会各界关
注的重要话题遥 这也意味着野三农冶工作的重心将全面

大家园的美丽画卷遥

2 现代农业园区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袁全国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尧形形色色的现

转向乡村振兴遥 2020 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袁提出野五

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冶的工作方针遥 2020 年袁疫情影响下

代农业园区袁通过对全国多家现代农业渊示范冤园区调

的全球性挑战袁更加凸显了乡村振兴是应对这一百年

研发现袁在园区管理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遥

未有之大变局的压舱石遥 乡村振兴是未来整个中国社

2.1 园区建设模式雷同袁管理人员素质偏低袁管理体

会最重要的任务袁也是在全球化挑战下袁练好内功尧强

制落后

化发展动力的重要工作遥 乡村振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

很多地方照搬套用城市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管理

导下袁举全国之力建设的伟大工程袁基层党组织站在

模式的现象普遍存在遥 现代农业园区多以政府组建园

乡村振兴的最前沿袁最能发现问题袁积累经验袁实现突

区管委会的体制入区管理服务袁行政部门和现代农业

破曰党员引领尧典型示范尧产业带动尧美丽乡村尧宜居社

园区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尽管可以解决管委会体制上

区是乡村振兴的着力点袁建立强大的具有战斗力的基

存在的不足袁但是在以运营公司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园

层党组织是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的重要组织保障遥 在政

区开发和生产管理中袁这种管理体制就有了很大的局

府职能部门党委渊党组冤领导下袁杨家营子现代农业示

限性袁影响了其有效性袁且效率低下遥

范园承办单位与入园单位广泛联动袁酝酿组建联合党

2.2 等级化袁重招商袁轻管理

支部袁实现了党对园区各项事业的领导遥

园区管委会普遍高配袁级别高尧部门多尧人员素质

3.2 构建杨家营子现代农业园区产业发展联盟

参差不齐袁造成等级化尧复杂化袁影响办公效率遥 此外袁

杨家营子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产业发展联盟是在

一些地方的农业园区将工作重点放在了招商引资和

翁牛特旗政府职能部门召集下袁由园区所在乡镇尧辐

绩效考核上袁将农业园区未来发展寄托在迁入企业上袁

射区乡镇主要领导组成袁并吸纳金融尧高校尧科研单

忽视了对园区自身的建设和管理袁难以展示典型示范

位尧入园企业尧合作社尧家庭农场参加的野政经产学研

和农业孵化器的功能遥

用冶共同管理指导机构遥 联盟会同园区党支部共同制

2.3 设计标准高袁建设水平一般袁管理相对外行

定园区产业政策和总体发展规划袁对园区进行统筹管

调查中发现袁不少园区在设计上舍得花钱袁普遍

理袁有利于协调好部门间的关系袁确保园区持续稳定

选择国内一流设计单位进行设计袁其设计风格趋同尧

健康发展遥 联盟下设办事部门袁具体执行方针政策落

建设内容千篇一律袁功能华而不实袁极少发现惊艳之

实情况袁尤其是对入园组织尧企业尧团体进行考核把

作遥 当前和今后袁受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袁资金不足是

关袁吸纳具有经济实力和社会信誉的优秀企业投资

农业园区建设和管理的一个突出问题袁在地方政府财
力有限的情况下袁难以做到高水平尧大规模建设遥 园区

入园[3]遥

3.3 组建园区公共事业管理公司

主要管理人员普遍不是专业人员袁受学识尧能力尧视野

园区公共事业管理公司是借鉴城市物业管理模

影响袁难以制定出高水平具有鲜明特色的管理制度遥

式组建的以现代农业园区全面管理为主要内容的非

即使制定了制度袁但在制度执行上也会出现较大偏差遥

营利服务型企业遥 公司全面接收产权归翁牛特旗人民

2.4 管理体制不健全尧不规范袁在实践中操作性差

政府的设施大棚和配套基础设施袁理顺园区各功能区袁

现代农业管理体制不健全尧不规范袁在实践中操

保证果蔬种植生产区尧加工区尧贸易区尧文旅区尧体验

作性差遥 因此袁要立足实际袁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

区协调袁既要突出特色袁又要管理统一曰深入开发尧切

发展导向袁建立更加科学尧合理尧规范的管理体制 遥
[2]

实优化园区的生态环境袁保留草原元素袁逐步还原野平

3 杨家营子现代农业园管理体制的构建与实施

地松林八百里冶古翁牛特旗树木苍翠尧水草丰美的壮

3.1 组建联合党委渊支部冤袁发挥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

美景象曰对外宣传袁吸引企业投资入园袁加强与农村淘

的战斗堡垒和引领作用

宝尧京东尧抖音尧快手尧拼多多等新媒体合作袁培植直播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袁我国国

带货团队袁扩大园区影响力曰利用物联网尧5G 网络袁逐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新突破遥 2020 年我

步推行园区无人管理曰对入园企业尧团体进行政策扶

国完成了全面脱贫目标遥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遥 在十四五规划和

持袁培植产业集群袁组建产业联盟袁制定团体渊行业尧企
业冤标准袁引领产业发展[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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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完善现代农业园区各项专业化服务体系

平台袁实现互联互通遥 建立园区农产品全产业链标准

杨家营子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位优势明显袁处于城

化体系袁着力抓好产前尧产中袁尤其是果蔬采收后的分

乡接合部遥 园内属于丘陵侵蚀地貌袁是大兴安岭隆起

级尧包装尧仓储尧物流尧电商等一体化运行袁保证在最短

带东侧向辽河沉降带的过渡地带遥 地质构造大致为下

时间内将果蔬产品运送到客户手里遥 在农业废弃物无

部属于大兴安岭构造体系中的第四纪堆积物袁上覆地

害化处理方面袁园区制定技术规范袁利用微生物酵素

层以第四纪中更新统晚期的离石黄土和晚更新世的

对前茬作物秸秆进行原位高温发酵处理袁就地还田袁

马兰黄土为主遥 外力主要是流水侵蚀和风刮流沙遥 园

保持了园区生态环境和农业资源的有效利用最大化遥

区在气候区划中属于中纬度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袁

3.5 建立独具内蒙古民族特色的文化传承理念

主要受内蒙古高压区大陆气团控制袁仅在炎热的夏季

杨家营子现代农业示范园地处翁牛特旗城郊袁周

受太平洋副热带东南季风影响袁海洋气流来得迟尧撤

边文化古迹众多袁 有距今 7 000 多年的兴隆洼文化遗

退早袁由此形成的气候特点是袁春季渊3要5 月冤干旱少
雨袁多风多寒潮曰夏季渊6要8 月冤短促炎热袁雨量集中曰

秋 季 渊9要10 月 冤 气 温 急 速 下 降 袁 霜 冻 来 临 早 曰 冬 季

渊11 月至翌年 2 月冤寒冷漫长袁降雪稀少遥 园区内土壤

存和新石器时代赵宝沟文化时期遗址和聚落址袁还有

距今约 5 500 年红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遥 1971 年在翁

旗朝格温都赛沁塔拉嘎查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龙袁
呈墨绿色袁长 26 cm袁龙体卷曲呈野C冶字形袁整体由一块

类型多样袁棕壤尧栗钙土尧草甸土尧风沙土均有分布遥 针

玉料圆雕而成袁通体琢磨袁光洁圆润袁长鬣高扬袁极有

对园区土壤尧气候特点袁园区组建门类相对齐全尧分工

生气袁被考古界誉为野中华第一龙冶遥 翁牛特旗是中国

明确尧协作到位的专业化科技服务团队袁隶属于公共

尚玉文化和崇龙传统的发端地遥 杨家营子现代农业示

事业管理公司遥 科技人员针对不同设施大棚尧栽培果

范园始终将野玉龙文化冶作为园区文化旅游的精髓和

蔬作物尧栽培季节渊茬口冤尧产量水平等生产要素袁制定

主脉袁将游牧生活尧沙漠绿洲尧蒙餐牛羊肉尧奶茶等注

完善的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袁保证园区技术尧产品的

入体验式旅游和服务体系中袁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标准化尧规范化遥 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机械化袁公司

和民族特色袁提升了园区高度遥

为业主提供无人农机尧无人机尧大全能尧小全能等农业

4 结语

机械的租赁服务袁 保证农机的使用效率和维修保养遥

杨家营子现代农业园立足高标准设施农业产业

现代农业生产中袁化肥尧农药的不合理使用是造成农

化经营袁从标准化入手袁广泛拓展与产前尧产后的产业

产品质量不安全的重要原因袁也是困扰现代农业园区

融合袁建立起了跨行业尧跨所有制的产业集群袁总结出

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遥 为此袁杨家营子现代农业示

了产业引领尧集群发展尧文化传承的园区发展模式袁为

范园未雨绸缪袁组建检测机构袁抓好肥料尧农药尧苗木

乡村振兴探索出了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展路子遥

入园关袁优先选择国农生物有机肥尧腐殖酸肥料尧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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