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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味啊！”日前，珠海市民
刘女士从商超购买了一袋桐梓方
竹笋回家煲汤，尝了一口之后她不
禁连连称赞。这批方竹笋，正是来
自鹤洲新区（筹）对口帮扶的贵州
桐梓县的“山林美味”，这背后凝结
着跨越1250公里的“山海情谊”。

有“贵州北大门”之称的桐梓
县，位于乌蒙山区，是著名的革命
老区、中国大娄山方竹之乡。方竹
笋是桐梓的一张名片，因为有着高
海拔、气温凉、高湿度的地理气候，
桐梓成了全国仅有的几个方竹笋
产地之一。

近年来，方竹笋也成了当地农
民增收致富的一大支柱产业，通过
人工造竹、原有竹林的改造，这里
的方竹面积突破了100万亩，采笋
面积达到了40万余亩，形成了“山
山有竹、四季产笋”的格局。

2021年，鹤洲新区（筹）与桐
梓县结成东西部协作对子。珠遵
协作紧扣聚焦“一县一园”，着力打
造桐梓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方面投
入资金3930万元共建产业园区，
支持方竹、大米等产业项目的基础
设施和初深加工，购置引进生产、
加工、冷链运输各环节先进设备，
着力配齐配全产业配套的生产车
间、加工厂房等设施设备，帮助产
业输血供氧，推进产业链延伸拓
展。另一方面，投入协作资金
2927 万元建设生猪育肥基地建
设、畜禽综合屠宰加工厂、方竹笋
产业路、农产品配送车间，通过打
造生猪、方竹全产业链条，打造集
养殖、屠宰、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全
产业链，带动种植养殖、冷链包装、
商贸物流等三次产业联动发展。

如何更好开拓市场？这是实现
农民增收的重中之重。2021年，贵
州省桐梓县与广东省珠海市鹤洲新
区（筹）结成东西部协作对子。这一
年来，工作组通过商超对接、电商直
销、展览展销等多渠道推动方竹笋、
葛根粉、土鸡、酸菜等“桐货”出山入
海，走进粤港澳大湾区。

2021年 6月，桐梓县第一批
特色农产品销往粤港澳大湾区，方
竹笋、牛肉干、豆腐干等具有地方

特色和地理标志的桐梓农产品正
式走进珠海。这也是双方围绕“东
部市场+贵州产品”思路，推进消
费领域协作，助力桐梓农特产品入
粤。

去年9月，在桂山岛举办的珠
海市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开
幕式上，贵州遵义地区的企业代表
及商户、农户也应邀参加，展出了
遵义桐梓县、正安县的特色农副产
品，并同步上线丰收节“云展销”平
台，“桐货”走进了更多珠海人的视
野，也端上了更多珠海人的餐桌。
截至目前，双方消费协作金额达
2.6亿元，其中认定的扶贫产品1.4
亿元。

2022 年春节期间，一阵“春
风”吹向了桐梓县。在这场“春风
行动”中，来自桐梓县25个乡镇
（街道）的务工人员搭乘专车来到
广东珠海等地就业。桐梓县娄山
街道居民李宇均也是其中一员，他
是今年 2 月份来到珠海企业工
作的。“往年我都在家灵活就业，来
到珠海上班后，每个月工资在
5000元左右，收入提升了不少！”
李宇均开心地说。

自2021年粤黔东西部劳务协
作工作开展以来，双方围绕“精准
对接、稳定就业”的输转目标，组织
开展“春风行动”等就业专场招聘
会34场，帮助农村劳动力转移到
广东就业560人，到省内及其他地
区就业3540人；开展“南粤家政”

“创业就业”等职业技能培训和致
富带头人培训15期，培训农村劳
动力433人次，促进广大群众实现
高质量就业、扎扎实实增收。

“2022年，桐梓工作小组将抓
牢产业发展‘牛鼻子’，完善现有产
业协同配套，构建完整产业链供应
链；用好消费协作金钥匙，进一步
构建与珠海消费协作平台对接机
制，在广东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消费
协作帮扶，带动桐梓农特产品规模
化、品牌化发展；找准突破口，让更
多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到桐梓结对
协作中来，争取更大的实效。”珠海
派到桐梓挂职的桐梓县委常委、副
县长闫永纲说。

“山海”携手：

让“山林美味”
出山入海走进大湾区

万山群岛的各个岛屿，犹如璀璨的海上明珠，镶
嵌在伶仃洋之上。如今，提到珠海的桂山岛、东澳岛、
大万山岛、外伶仃岛，人们脑海里不再是“脏乱差”的
海岛渔村，而是远近闻名的度假胜地、海钓天堂。近
年来，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持续推进，这里早已改换
了旧日面貌，休闲渔业、民宿业等新兴产业飞速发展，
游客纷至沓来，岛民也实现了稳步增收。

一路向西来到鹤洲新区（筹）对口帮扶的茂名市
电白区观珠镇，这里每天都有沉香、南药等当地农特
产品通过电商渠道销往全国各地。跨越山海来到贵
州省桐梓县，这里方竹笋长势茂盛，种植加工已形成

规模。鹤洲新区（筹）与遵义市桐梓县结对帮扶以来，
把一袋袋味道鲜美的方竹笋，送上粤港澳大湾区居民
的餐桌，让海边的人们也可以品尝到山林美味。

鹤洲新区筹备组聚焦海岛三镇七村，以人居环境
整治为主要抓手，整合资源、统筹推进，各项工作成效
明显。海岛三镇全部获评国家级卫生镇、国家级生态
镇。而东西部协作结对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和省内
驻镇帮镇扶村结对茂名市电白区观珠镇对口帮扶工
作也取得突出成效，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当地村民走
上了致富路。

采写：本报记者 陈雁南

走进桂山岛桂山村永平巷1号，一
座位于半山腰的小院坐落于此。这个
庭院有个诗意的名字——依山院，女
主人李惠清总是满怀热情地迎接四方
来客，端上一壶热茶、一盘茶果。坐在
院子里的木桌旁，沐浴着阳光和海风，
尽情感受海岛风情。

实际上，依山院一开始并不是现
在这样，而是经过了“创美庭院”项目
改造，才实现了“华丽变身”。改造之
前，李惠清房屋的整体外立面破旧而
简陋，卫生工具随意摆放在角落显得
凌乱不堪。如今，经过改造，李惠清的
庭院披上淡黄色的“外衣”，搭配复古
风格的门面装饰，整栋房子重新焕发
生机与活力，在提升庭院生活体验的
同时，也为女主人的品牌创收优化了
环境条件。依山院被评为2020年珠
海市十大“创美庭院”之一，

“‘创美庭院’项目让桂山镇发展
得越来越好，吸引了许多游客上岛游
玩，不仅扩大了庭院美食品牌‘一家一
品’的名气，更能够让广大游客在庭院
中一边品尝美食，一边享受独特的海
岛乡村风情。”李惠清说。

自2019年起，桂山镇启动了平安

路至长梯巷乡村振兴示范段、桂海村
乡村振兴村居环境提升改造和桂山镇

“创美庭院”等项目，进一步完善村居
配套设施，为渔村“颜值”增色，切实改
善居民生活环境。同时，持续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带动了周边民居的

“活化”，通过引导村民将闲置民居出
租和社会资本同步进入，以民宿旅游
产业的开发盘活传统村居业态。作为
全市三个人居环境整治省级示范镇之
一，桂山镇获评省级乡村治理示范镇，
桂山村更是获评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
示范村。

鹤洲新区（筹）海岛三个涉农镇桂
山镇、担杆镇、万山镇下设七个渔村，
各村收入主要来源较为单一，主要是
传统的海域发包、物业租赁，休闲渔业
作为促进渔民转产、渔业转型的突破
口，近年来休闲渔业收入在村集体收
入比重逐年提高。

从香洲港乘船来到大万山岛，沿
着万山湾越往里走，海鲜味便越浓。
万山村所属海域曾是闻名全国的六大
渔场之一，四季海鲜不断，有鱼、虾、
蟹、贝、藻等200多个品种。由于所在
海域鱼类丰富，这里也被誉为“海钓天

堂”，多次成为全国性、国际性海钓比
赛钓场。

依靠优质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鱼
类资源，在传统捕捞业的基础上，海岛
产业业态已悄然发生变化。通过成立
万山村万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东澳
村蓝色港湾休闲渔业公司两家休闲渔
业企业，万山镇加大力度投放人工鱼
礁，持续建设海洋牧场，成功创建成为
广东省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和广东省海
钓基地。

渔民阿毅说，海岛上的环境越来
越好，来海岛的游客越来越多，一个摊
位的海产品一个月就能卖几千元钱，
渔家乐也能赚钱，实实在在的经济收
益让他腾出手大干一场、“我的船和渔
排都统一归到休闲渔业公司那里管
理，现在我的职业是渔家乐和海钓导
游！”

离珠海市区最远、风光秀丽的担
杆镇，近年来也大力发展休闲渔业，推
动现代渔业转型升级。担杆镇以特色
渔业产品为媒，突出海胆、狗爪螺和将
军帽“伶仃三宝”品牌。与海岛渔民、
海岛渔业生产方、渔业产业方等开展
海产品手信合作，设计打造一批具有

海岛特色的海产品手信，实现村居创
收。以特色旅游资源为窗，大力推进
环岛游、串岛游项目，精心打造集海岛
观光、休闲海钓、海产美食、海岛探险
于一体的休闲渔业活动，延伸渔业产
业价值链，对传统的旅游产品进行优
化升级。

担杆镇三条渔村分布在不同的海
岛，各村休闲渔业体量很小，没有形
成规模效应及特色品牌。为此，担杆
镇大力推动渔旅融合发展，健全“公
司+渔民”利益链机制，将三条渔村的
现有资源进行整合，统一纳入“联盈
休闲渔业公司”中管理运作，打破三
条渔村各自经营的分散局面，实现集
中规模化经营，2021 年经营收入约
240万元，实现了村集体收入的大幅
度增长，形成了休闲渔业发展的“担
杆模式”。

渔业强、渔村美、渔民富。近年，
万山群岛上的几个小镇依托粤港澳大
湾区区位优势，立足岛情渔情，突出海
洋生态优势、抓美丽渔村建设、兴产业
保民生，摸索出特色海岛乡村振兴路
径，让“海上明珠”焕发新光彩，渔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高。

海岛振兴：

渔旅融合擦亮伶仃洋上的“海上明珠”

观珠镇位于茂名市电白区中部山
区，沉香、南药是观珠镇两大种养产
业。观珠沉香种植历史悠久，素有“中
国沉香第一镇”之称，几乎家家户户都
种有沉香。现种植沉香面积将近10万
亩，其中仅沉香规范化种植基地面积就
达3.5 万亩。因沉香产业特色突出，
2020年被广东省评为“沉香特色小镇”。

目前，虽然观珠沉香业已从家业、
企业往产业化方向发展，但仍存在缺
乏标准化、规范化等问题。2021年7
月，珠海市鹤洲新区（筹）对口帮扶观
珠镇，工作队不仅在助力观珠镇沉香
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上不遗余力，还
深入挖掘特色产业，将帮扶资金用于
规划建设“奇楠飞凤”农家鸡养殖示范
基地、南药种植基地和葛山农村电商
基地等，多层面夯实观珠镇产业矩阵，
促进乡村振兴。

在挖掘沉香产业潜力的过程中，工

作队发现，很多农户都会在自家的沉香
园里养鸡，散养出来的鸡肉质紧实、口
感鲜美。这给了工作队很大的启发：是
否可以发展一些“林下经济”，通过建设
农家鸡养殖示范基地，来带动养殖业和
沉香种植产业的发展？

于是，这种独具特色的“林下经济”
伴随着新的“禽明星”沉香鸡（又名“奇
楠飞凤”）应运而生。工作队争取了帮
扶资金100万元，村集体投入10万元，
用于建设“奇楠飞凤”农家鸡养殖示范
基地、南药种植基地、葛山农村电商基
地；在合利村成立了种养合作社，通过

“村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改进喂养方
式和统一养殖环境，推动“沉香鸡”规模
化养殖，从而为观珠镇打造新的小型特
色产业，带动农民获利增收。

工作队还自筹资金200多万元筹
建村集体服务中心，建筑面积 2000
多平方米，打造村级沉香电商直播平

台基地，推动形成集育苗、种植、造香、
加工、销售为一体的沉香“一条龙”产
业链。此外，工作队牵头引进广东天
生药业有限公司建设王老吉凉茶原料
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种植鸡蛋花、布
渣叶、沉香等约500亩，带动村民就近
务工和种植南药。

在观珠镇另一边的葛山村，农户
谢洁兰最近也遇到了开心事：村里大
力推行“合作社+基地+农户”农业模
式，依托村里成立的合作社，通过电商
物流服务站，把观珠特色农产品销往
全国各地，日销售量能达到1万斤以
上。在合作社的带动下，她种植番薯
一亩地，今年亩产量达3500斤，通过
合作社回购2100斤，增收4000多元，
自给自足还有盈余。

而这，正是工作队在葛山村当地
探索出来的一条新路子。珠海市驻观
珠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长何映红介绍

称，合作社不仅与农户签订农副产品
保底价收购合同，同时也作为培训
点，成立电商协会孵化农村电商小微
企业，有效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
创业。此外，合作社还联系华南农业
大学专家教授提供科技指导等服务，
大大提升了农户的抗风险能力，解决
农户的后顾之忧。葛山村类似谢洁兰
的农户约有130户，他们所持有的土
地基本在几分到一亩，在合作社的带
动及帮助下，实现了联农带农有效增
收。

“观珠镇村之间仍然有着不小差
距，乡村普遍存在产业支撑不强、发展
活力不足、基础设施薄弱农民增收缓
慢等现象。接下来，我们工作队还将
在这里培育壮大沉香特色产业，推动
制定沉香产业相关技术标准，发展南
药种植、特色水果种植、沉香鸡养殖，
提高产业带动能力。”何映红说。

双“珠”合璧：

挖掘特色产业打造“世界沉香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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