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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耿店产前、产

中、产后的一体化服务

平台，越来越多的“棚

二代”带着“棚媳妇”

“棚女婿”回村创业。

“变化真是大啊，

我家3代都以种植中药

材为生，前几辈人扛着

铁锹挖沟，赶着牲口犁

地，现在家家都买了手

扶车、微型旋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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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的甘肃陇西药香葳蕤，一畦一洼满是中药

材丰收的盛景；宽阔平展的药都大道两边，一车车新

鲜中药材和切片饮片整装待发……

素有陇中“旱码头”之称的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

近年来立足交通区位优势和“千年药乡”及“天然药仓”

产业基础优势，把标准化种植、专业化市场运作作为提

升产业效益的重要环节，中药材产业实现了全链条快

速发展。

绿色标准化种植，向药材“要财”

技术是核心，绿色是底色。陇西不断加大科技投

入、技术培训力度，引导农业向生态、绿色农业转型，

在柯寨镇的 1510 亩中药材绿色标准化种植基地里，

农业现代化的印记随处可寻。

“变化真是大啊，我家 3代都以种植中药材为生，

前几辈人扛着铁锹挖沟，赶着牲口犁地，现在家家都

买了手扶车、微型旋耕机。”张家湾村村民王海军感慨

道。他是村里的种植大户，家中 18 亩地一年能赚五

六万元，“种到老，学到老，自从用上了新技术，我们的

收益翻了几番。”

“县里的农技部门每年都提供产前、产中技术服

务，比如教农民用地膜来育苗移栽，比较裸地栽培产

量能高半数以上”，张家湾村村委会主任李晓云介绍

道，“基地还引进了千金、百宝等药企，种出的所有药

材以高于 5%的市场价进行收购，完全不愁卖。”2019

年底，张家湾村贫困面下降到 1.45％，实现整村脱贫。

突出“有机、绿色、道地”品牌，陇西种植的中药材

有 96 种，面积达 35 万亩，被国家确定为“国家级中医

药原料生产供应保障基地”和“国家区域性中药材良

种繁育基地”。

存得住、卖得出，擦亮陇药品牌

集交易、交收、仓储、物流、检测、融资、质量追溯服

务于一体，陇西首阳镇的甘肃中药材交易中心和地产

药材交易市场，有效解决了客户信息不对称、商品质量

不稳定、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首阳地产药材交易市

场可满足 3000多个固定商户和 2000多个摊位同时交

易，年交易原药材和饮切片50万吨，交易额近百亿元。

“厂家不出门，药材销八方”，在甘肃中药材交易中

心的现代仓储物流智能云仓，每年静态仓储能力近 7

万吨、动态仓储能力30万吨，集成计算机控制、智能收

发作业等先进技术，实现了中药材仓储立体化、智能

化，真正让这座“陇上旱码头”摇身变为了“天下药仓”。

不仅要药材种得出、存得住，还要陇西品牌能卖

得出、立得住。作为甘肃省唯一在中药材领域获得

CMA 和 CNAS 双认证的公共第三方技术服务平台，

甘肃数字本草检验中心具备道地药材的有效成分、重

金属、农药残留等 90 余项成分的检测能力。该中心

负责人告诉记者，自成立以来，检测批次累计达到

20000 批次，2020 年已收检 4000 批次，为陇原中医药

产业的健康发展持续保驾护航。

全产业链增值，药乡焕发活力

在扩大药材产量和市场规模的同时，陇西引进了全

国各地的医药企业增加中药材的附加值，一方、中康、中

天等30多家药企先后落地，全县年加工转化各类中药

材30万吨，实现了由初级切片向饮片炮制、有效成分提

取、成药制造等精深加工全产业链的拓展延伸。

成立于 2017 年的冯了性药材饮片有限公司，在

两年里实现产值 2.6 亿元，获批可生产经营的品种达

到 405种。“这个饮片车间主要进行原药材的净制、切

制及炮制，今年截至 8 月底，已经加工各类中药材

4622 吨，预计年产值可达 3 亿元。”车间主管陈振华

说，“仅这个车间吸纳贫困户就业 19 人。”今年，冯了

性公司还接到了首批海外订单，包括茯苓在内的 9种

中药材切片将打包发往大洋彼岸的新西兰。

全产业链打造、全过程监测、全生命周期服务，科

技力量滋润着这片因中药材而被人熟知的土地。

2019 年，陇西县中医药总产值达到 235 亿元，中医药

增加值占到了全县工业增加值的“半壁江山”，一株株

中药材真正成长为了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首位产业。

甘肃陇西：“旱码头”尽飘中药香

当前，齐鲁大地上寒意已浓，但在山东省聊城市

茌平区耿店村的蔬菜大棚内，仿佛春天不曾离去。一

棵棵新品辣椒，长势喜人；怒放的白色小花，惹人注

意。望着这些绿意盎然的小辣椒，30 岁的耿店村民耿

付征有了底气，“今年还是一个丰收年。”

一口气包下三个温室大棚的耿付征，是耿店村

100 多个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之一。这些年轻人，有“70

后”“80 后”和“90 后”；他们有文化、有见识、懂技术，

善于将新成果种到地里，利用新技术卖出去……在官

方文件中，他们有个统一的名字——“棚二代”。

2018 年 3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

团审议时谈到乡村人才振兴，他举了一个例子：“茌平

县贾寨镇耿店村现在有个好现象，种大棚菜的中青年

越来越多了。”当时，坐在会场第二排的耿店村党支部

书记耿遵珠赶紧站起来“自报家门”。

2019 年 9 月 6 日，茌平正式撤县设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耿店村发生的一幕幕，蕴含

着他们对五中全会精神的理解和贯彻。耿遵珠向科

技日报记者表示：“乡村振兴是一出大戏，戏好要靠唱

戏人，我们就是要紧紧抓住‘唱戏人’。”

在耿店村，越来越多的“棚二代”回乡创业，他们

既成就了产业，更成就了自己。

村民任传华曾在北京、天津等地打工，现在一人

种了 21 个大棚，年收入过百万元；耿付建 9 年前回村

建了 5 个大棚，平均下来每年都能净赚 10 多万元，赶

上行情好的年份，一下子能赚 20 多万元……

在茌平区扶贫办党组书记张金涛看来，耿店村蔬

菜产业崛起，带头人耿遵珠以身作则，“棚二代”回流

是关键因素，但其将“五根指头”攥成“一个拳头”的致

富模式也值得关注。

茌平区虽然贵为全国百强县，但扶贫任务并不轻

松。完成脱贫任务，他们创造了一种新模式。

30 岁 的 吕 守 朋 是 聊 城 市 下 辖 的 临 清 市 吕 桥 村

人。但现在，他更多以“新耿店人”自居。三年前，他

在耿店村承包了土地，投资 60 万元建了 6 个大棚，并

依靠种植青椒发了财。吕守朋告诉记者，耿店拥有

20 多年蔬菜种植历史，有技术，有经验，不排外，还有

成熟的线上、线下销售市场，“在耿店种菜，向来能种

得好，卖得好。”

有了耿店产前、产中、产后的一体化服务平台，越

来越多的“棚二代”带着“棚媳妇”“棚女婿”回村创

业。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在湖南上学的曹有忠毕业返

乡，利用淘宝店、拼多多等线上销售方式，把村里的果

蔬卖到了全国。

正是看到了耿店在蔬菜产业上的优势，这两年，

茌平区将扶贫资金集中，重点打造数百个“耿店大

棚”。在聚集效应下，周边的种植户、贫困户被吸引到

这里来，政府引导，企业支持，大户带动，种植户和贫

困户发财了，致富了，脱贫了。

从历史到现实，耿店蔬菜产业崛起的密码还有

很多。

在山东绿隆农业科技公司的科技示范园区，水肥

一体化椰糠无土栽培等现代农业新技术成为这里一

道亮丽风景线。而在智能玻璃温室旁边，上百个大棚

将示范园的成熟新技术移植过来，生产出优质有机农

产品，打上“聊·胜一筹!”的聊城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后，被送到全国各地的千家万户。

“棚二代”、新技术、“聊·胜一筹!”的农业品牌，这

三大关键词使得耿店蔬菜畅销市场，并收获了“鲁西

小寿光”的美誉。

山东耿店村：总书记点赞的这个村有了新变化

本报记者 王延斌

张文丽 杜 英

“‘科技扶贫在线’吗？我养了几千只鸭子，这几

天接连死了上百只，不知道什么原因，请专家帮忙救

治。”进入初冬，四川广元市苍溪县龙山镇龙角村贫困

户李慧琼给“科技扶贫在线”打来了电话。

仅 2 小时，专家救援小组便赶到李慧琼家中，迅

速查清病因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饲养方案。“这么远

的路程，没想到县上的专家能来。”自家养殖问题的快

速解决让李慧琼很是意外。

李慧琼的故事不仅是近年来苍溪县走上产业发

展之路的一个缩影，也是苍溪县依托“互联网+”带动

贫困户“触网”，实施“三园联动”走上农业产业精准减

贫之路的一个典型案例。

贫困户“触网”走上产业发展路

连日来，苍溪县白鹤乡的大豆种植户脸上挂满了

丰收的笑容。当地号召种植户利用边角地、撂荒地种

植大豆，同时技术人员通过“科技扶贫在线”平台线上

跟踪服务，线下推广技术覆盖，共种植大豆 3000 亩，

时下得到了好收成。

谈起在当地依托“科技扶贫在线”平台帮扶，苍溪

县科技特派员罗友成告诉记者，一年来通过在线平

台，他成功解决了贫困户科技需求 300多项。现在的

他已成为老百姓心中的“科技大神”。

作为贫困户“代言人”，目前四川“科技扶贫在线”

苍溪平台注册信息员已达 2146 人、注册专家 371 人，

他们通过在线扶贫方式全天候地为村民提供科技咨

询服务。

近年来，苍溪县围绕红心猕猴桃、大豆、中药材种植

等特色主导产业，通过建好“科技扶贫在线”平台和科技

创新服务平台、建好科技扶贫产业示范基地，创新科技

服务体系、科技人才机制、科技服务机制，探索出了一条

具有苍溪特色的“两建好三创新”科技扶贫新路径。

初步统计显示，“科技扶贫在线”苍溪平台已为贫

困户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1000 多万元，带动 1500 户贫

困户走上产业发展之路。

找准抓手发展特色产业

“出门泥巴路，肩挑背又磨，水果满山坡，产品卖

不脱”，这正是苍溪县过去多个贫困村交通不便、农产

品滞销的真实写照。现如今，苍溪县建设户建自强脱

贫增收园，实行品种统改、农资统供、产品统销等经营

模式，采取政策资金、订单保单等帮扶措施，“产品卖

不脱”的现象渐渐消失。

“以前家里产点菜籽、鸡蛋要背到场镇上去卖，现

在路修通了，家门口就有人上门收购农产品，再加上闲

暇时间到园区务工，年增收入 1万元。”谈起如今的变

化，苍溪县五龙镇三会村村民杨玉平笑得合不拢嘴。

近年来，苍溪县按照四川省十大优势特色产业和

广元市七大全产业链发展布局，以县建现代农业产业

园、村建“一村一品”示范园、户建增收脱贫自强增收

园——“三园联动”为抓手，大力推动特色产业发展，

带动贫困户实现脱贫致富。

具体而言，县建现代农业产业园是苍溪县依托红

心猕猴桃等特色主导产业优势，每年建设 1个万亩以

上现代农业产业园，将区域内的贫困村等纳入产业园

建设；村建“一村一品”示范园是苍溪县内每个村建设

特色产业示范园，大力发展苍溪雪梨等特色产业，带

动村民增收脱贫致富；户建自强脱贫增收园是苍溪县

针对有发展意愿、能力的贫困户，坚持每户有一个增

收自强园、有一名技术明白人等，引导贫困户依靠发

展产业脱贫致富。

截至 2019 年底，全县 214 个贫困村（村社合并调

整前数）、26822 户、91837 人退出贫困户，其中依靠产

业脱贫 9095 户、24430 人，贫困户特色产业覆盖率达

89%，实现依托产业人均增收 4500 元以上，占贫困户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67.2%。

四川苍溪：“三园联动”实现精准扶贫

李 迪 本报记者 盛 利

5月 22日上午 11时 15分 25秒，上海市长宁区江苏

路街道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网格员郁伟栋接到了

一条来自手机政务微信的案件上报，案件备注为“路面

垃圾监测”，处置人员标注的是“自动”，案件现场照片

上，一只不属于马路上街沿的白色垃圾袋就静静“躺”

在路边。

为郁伟栋推送、上报案件信息的，是江苏路街道日

前全新升级的街道城市运行管理平台中的“AI+一网统

管”子模块。核查案件属实后，郁伟栋当即对案件点击

“同意受理”。在他赶往事发现场准备挪走垃圾袋的同

时，系统后台也完成了“受理—立案—待派遣”三个步

骤。

长宁区江苏路街道是上海首批城市运行“一网统

管”试点街道，目前又率先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街镇

“一网统管”试点。并针对街面漂浮垃圾、非机动车乱

停放等城市管理顽症，创新性地开发“智能巡屏”和案

件自动生成功能，将辖区内 600多路覆盖公共区域的视

频升级为神经元，按照规则设定 24小时发现暴露垃圾、

单车停放、人群聚集等问题，大大解放人力，实现“自动

发现—自动派单—人工处置—自动结案”的闭环管理，

将智能化融入社区治理的全流程。

“一网统管”作为城市治理的“牛鼻子”工作，江苏

路街道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深度参与上海“一网统管”

建设试点，以民为本，持续聚焦高效处置一件事。

江苏路街道还将独居老人的智能水表仪器终端接

入街道“一网统管”平台，12 小时内智能水表的读数一

旦低于 0.01 立方米，“一网统管”平台会及时将信息反

馈给街道和居委会。收到政务微信的信息警报后，居

委会干部会第一时间上门探视老人，并将核实情况上

报街道责任科室。

江苏路街道现有 60 岁以上户籍老年人 2 万余人，

占全街道总人口 39%左右，属于人口深度老龄化社区。

作为国家级智慧健康养老应用示范街道，江苏路街道

聚焦辖区 1200 余名独居老人，积极探索拓展“一网统

管”应用场景，为辖区内独居老人的安全提供保障，让

居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安全感。

在疫情期间上线的“一网统管”防疫专页，将街道13

个居委、24处办公楼宇（园区）、10个建设工地和977处沿

街商户的疫情防控信息全都纳入了街道城市运行管理

平台。今年 2月，街道接到居民举报某小区有外地返沪

人员。街道城运中心接报后立刻在防疫专页数据库进

行系统排查比对，发现居民举报的返沪人员是城运中心

在库重点管控人员，马上回复该居民打消其顾虑。

这个管控人员的数据库，就是依靠街道在全市率

先上线的城市运行“一网统管”防疫专页实现人机交互

的。利用信息化手段通过数据排查重点防疫人群，随

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原先防疫专页上常用的居家隔

离人员管理、口罩登记等模块使用频率逐步降低，但疫

情期间排摸到的居民区、企业、楼宇园区，乃至一扇防

盗门、一个垃圾桶的信息和数据，是与人民群众工作和

生活息息相关的关键要素，都是下一步城市运行和社

区治理最宝贵的数据。

“一网统管”服务城市运行，不仅是技术革新，更是

一种治理模式的重塑，以现代化手段助力治理全方位

改革。在“一网统管”的应用场景中，一些看似是鸡毛

蒜皮、柴米油盐的小事，背后是反映强烈的民意诉求。

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解决

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上海江苏路街道：“一网统管”提升城市“智治力”

初冬时节，艳阳高照下的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

区竟成镇三宝村，蜿蜒数公里的街道两旁，各种瓷器

作坊、工作室、民宿、餐馆鳞次栉比，随便走进一家，

人们或谈瓷论艺，或品茗交流。街道的尽头和山谷

溪流间，则分别坐落着湖田书院、三宝蓬艺术聚落、

洛客设计中心、真如堂、闲云居、国际陶艺村等著名

地标建筑。

因为紧挨着景德镇城区，三宝村虽是一个小村落，

却有着浓郁的瓷器文化氛围。不到 800人的原住民，超

过 3000 名“景漂”人员在此创业“淘金”。“新、老村民的

良性互动和与陶瓷文化产业的‘无缝链接’，共同造就

了新时代三宝村生态文明的蝶变之路。”珠山区就业局

副局长兼三宝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强说。

昔日“干打垒”变身瓷艺新家园

屈指算来，今年 31 岁的孙君君从景德镇陶瓷大学

毕业后，一头扎进三宝村，一待就是 9年。在这里，他从

无到有，不仅创立了自己的无釉御泥雕刻茶具品牌，也

收获了甜蜜的爱情和家庭。

如今小两口租住着一栋 300平方米的院落，一边接

单定制茶具，一边忙着将多余的房间整理成民宿。“三

宝村人气越来越旺了，我们也想多业经营。”他的妻子

江兰微笑着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史书记载，三宝村有着悠久的瓷器窑烧历史，五代

时期因一件瓷器值三个金元宝而得名。特别是南宋湖

田窑影青瓷的创烧，奠定了景德镇千年瓷都的基础。

但随着近现代陶瓷产业向西北市区的转移，三宝村逐

渐衰败、凋敝。“20多年前，村里的住房大多是泥土干打

垒，大家都出外谋生。”今年 63 岁的村民李耀进说，“都

是政策好带来了大变化！”

李耀进口中的“政策好”，缘于当地政府对乡村

振兴的追根溯源和开放思维。一言以蔽之，方向决

定道路，实干决定出路。在政府引导和支持下，三宝

村定位于以陶瓷研发、设计生产为核心的文化产业

集聚区，以特色街区、庄园酒店为主题的乡村风情

区，以艺术体验、生态养生为特色的山地休闲度假

区，“既塑形又铸魂，这是一场‘两山’理论的生动实

践。”李强说。

从改造环境、治理脏乱差入手，一场围绕留住乡愁

而开展的乡村整治在三宝村扎扎实实地进行着。一方

面，按照“修旧如旧、建新创新”的原则，完善村庄功能，

实现“路平、水通、灯亮、线齐、墙美”，另一方面，把文创

企业、私人博物馆、艺术家工作室、轻奢餐吧、慢生活民

宿点缀于村中，打通“景漂”创新创业绿色通道。

随着生态环境的大幅提升和陶艺主业的聚焦发

展，不但吸引着越来越多怀揣梦想的孙君君们来到这

里，也使得近 200 家陶瓷文创机构在村里扎下根来，同

时在陶艺的辐射带动下，衍生出各具特色的新民艺，如

陶艺与夏布、银器携手，油画与竹编、动漫相连，催生出

丰富多样的三宝文化新动能新业态。

“三宝不只是碗和碟的焕然一新，更是城市面貌与

生活方式的和谐共荣。”资深“景漂”、三宝蓬艺术聚落

负责人肖学锋说。

激发内生动力，共赴小康路

父亲患有帕金森慢性病、母亲因病去世欠下高额

的住院费、自己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村民王宝生

曾是三宝村因病致贫的贫困户典型。“要养活老人、老

婆、两个孩子，当时真是愁死了！”他说。

前两年，为摆脱贫困，王宝生想创业开陶瓷作坊，

但因为资金的问题没办法进行，为此李强等村干部多

次与区小额贷款部门联系，为他争取到创业扶贫贷款

和小额信贷，并帮助他购置设备、自建气窑，聘请拉坯、

利坯、吹釉、烧窑师傅，批量生产花插、花瓶等陶瓷产

品。由于产品质优价廉，销量不断提升，王宝生开始从

“负户”奔向“富户”。

王宝生的例子，在三宝村并不鲜见。“脱贫不是目

的，共同富裕奔小康才是真章”李强说。

2018 年初，三宝村抓住列为全市乡村振兴示范点

的契机，先行先试，启动实施“三个三”模式，盘活资

源，激发村民内生动力，使村民成为改革的参与者、受

益者。第一个“三”是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

享”；第二个“三”是资源股、资金股、技术股“三股分

红”；第三个“三”是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群

众勤劳之手的“三手合力”。以区国资公司、村农业合

作社及经营团队共同成立的闲云涧文化产业公司为

例，通过“三个三”模式，2019 年为村民们增加收入 20

余万元。

盘活沉淀的传统文化资源、打造乡村振兴的鲜活

样本、构建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三宝村民们的幸福感

获得感安全感得以显著提升。数据显示，从 2012 年到

2019 年，该村村民年均纯收入增加 2.6 万元，增长 4 倍，

年均增长 25.85%；村集体收入增加到 421.68 万元，增长

36倍，年均增长率 67.6%；9户贫困户 27人，2016年底全

部脱贫，提前 4年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从一个凋敝

的陶瓷古村落起步的三宝村，正在变成一个众人向往

的世外“陶”源。

江西三宝村：与陶瓷文化产业“无缝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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