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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里水正把乡村振兴和现

代农业推进工作有机结合，万顷园

艺世界和周边村居的良田将规划

打造成为“岭南农业大观园”，配合

贤鲁岛丰富的旅游资源，将里水北

部打造成观光休闲农业体验区。

“游客可以先到贤鲁岛摘果、

赏花，体验生态旅游，再来万顷园

艺世界观摩现代农业的生产，再买

几盆精美蝴蝶兰回家装饰，最后去

附近的汤南古村参观古建筑、私塾

博物馆，体验国学文化。”里水镇现

代农业发展局相关负责人推荐了

一条岭南农业大观园的观赏线路。

为打造具有里水特色的蝴蝶

兰一条街及配合岭南农业大观园

的形象提升，万顷园艺世界正对万

顷园艺大道的部分蝴蝶兰企业进

行外立面改造。区别于从前的千

篇一律、单调沉闷的建筑外墙，如

今，走在万顷园艺大道上，可见一

朵朵兰花跃然墙上，给道路增添了

不少生机。

里水镇党委书记谭艳玲表示，

下一步，里水将大力支持万顷园艺

世界打造兰花一条街的项目建设，

逐步往“前方展示，后方生产”的兰

花特色主干道方向发展。

“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

干。”李汉荣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干的。

2020年伊始，李汉荣就把“书记项目”

瞄准了即将租约到期的旧厂房。该厂房

位于沥口，占地4亩，租约于2月到期，主

要生产粘得牢胶水、树脂等化工用品，其

周边也有不少住宅区，与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不相适应。

今年1月，李汉荣便把该厂房的改造

提上了议事日程。“该厂房占地不多，若工

改工，始终与住宅区生活环境不匹配，于

是，经村班子联席会议商议，我们就希望

把这个旧厂房拆除，建设一间普惠性幼儿

园。”李汉荣说，宏岗村有2000多名本地

村民，7000多名非户籍人口，但却没有一

所幼儿园，教育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

民生大事，必须优先推进。

说干就干，李汉荣立即召集沥口经济

社召开代表会议，对改造方案进行表决，

村民代表100%同意。目前，该项目的改

造方案已移交到相关部门等候审批，只要

获批，宏岗村便会争分夺秒上马项目。“群

众的事情一刻也不能拖，‘书记项目’就是

‘军令状’，必须立一件、干一件、成一件。”

李汉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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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的蝴蝶兰抢光

啦！还可以加货吗……”

5月23日，里水特色花卉

蝴蝶兰上线叶璇淘宝直

播间，因其可爱的造型、

实惠的价格得到了网友

们的关注和好评。实际

上，里水作为华南地区最

大的蝴蝶兰生产销售基

地，全国每4株蝴蝶兰，

就有1株产自这里。

里水作为南海区的

传统农业大镇，农地面积

超过8万亩，到底如何激

活农业资源，促进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转型？里

水走出了自己的新模式，

通过引进优质花卉、苗

木、观赏鱼等，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提高农地地

值。其中，蝴蝶兰种植产

业就是里水现代农业的

一张靓丽名片。

形成全链条产业集群形成全链条产业集群

里水蝴蝶兰种植面积

1500多亩，主要集中在万顷园

艺世界、南海花博园两大连片

现代农业园区，从事蝴蝶兰生

产企业超300家，年生产销售

蝴蝶兰超4000万枝，年产值超

5亿元，占里水农业产值的四分

之一。

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蝴

蝶兰在里水常年都有开花株，

一年四季，繁花不断。走进万

顷园艺世界的温室大棚内，紫

红、粉色、粉白的蝴蝶兰正盛

放，让人仿若置身花海仙境。

经过近10年的发展，园区

已建成蝴蝶兰产业中心超千

亩，蝴蝶兰品种有300余种。

高档薄膜温室、玻璃温室、高端

输美温室、引入台湾的新品种、

新技术……这里更形成了围绕

兰花的新品种研发、生产种植

及成花销售而打造的全链条产

业集群，让进驻的花商“足不出

户”就能进行资材采购。

在万顷园艺世界内的葳盛

兰业，栽种着100多万株大、

中、小规格蝴蝶兰的种苗。“在

2013年刚开始搬到万顷园艺

世界时，我们只有10万株开花

株。”看着现在初具模型的种植

基地，葳盛兰业的负责人郭海

金感慨地说。

谈及选择在里水打造“植

物王国”的原因，郭海金表示，

交通便利和产业集聚的规模效

应是很重要的因素。万顷园艺

世界距离佛山一环高速只有5

分钟的车程，前往广州、白云机

场的车程也在30分钟以内。

得益于园区的快速发展，每年

都吸引了不少采购商前往里水

集中采购蝴蝶兰，帮助进驻企

业扩大销售渠道。

示范引领，龙头带动。目

前，万顷园艺世界已初步形成

龙头企业带动的“7+1”（龙头

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市

场+科技+保险+金融）经营模

式，以园区辐射实现了土地资

源的增值，地租从开始的3000

元/亩，增值到5000元/亩，成

功孵化出74家创业企业，更成

功带动周边汤村、小布、鲁岗、

建星、贤僚等多个村居的农民

由种瓜菜转向种植蝴蝶兰、百

合花等中高档花卉，农民收入

实现了翻番。

启动蝴蝶兰种植标准编制
目前，里水生产的蝴蝶兰主

要销往香港、珠三角及东南亚地

区。蝴蝶兰种植很讲究温湿调

控，每个阶段对温度、湿度的要求

不一样，种苗阶段需要低温，开花

阶段需要高温，对种植设备、细菌

存活数量等都有严格要求。

“蝴蝶兰的花期一般是两至

三个月，有些企业生产的蝴蝶兰可

以摆上三四个月，更有企业培育的

蝴蝶兰能结出20多朵花，存活了

三年。但同时也有企业培育的蝴

蝶兰，才刚出货，花苞就开始萎缩，

最重要还是技术、设备方面的差

距。”万顷园艺世界总经理金宏勇

说，因为缺乏相关标准规范，加上

设施设备、养护技术各有差距，造

成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里水蝴蝶兰的整体品质。

因此，如何提升里水蝴蝶兰

的市场占有率和产品的整体品

质，创建专有品牌，成为了里水蝴

蝶兰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由于蝴蝶兰在里水有相当

长的一段种植历史，出于对蝴蝶

兰的保护，里水将和广东省农科院

合作，现已启动蝴蝶兰种植标准编

制工作，并对蝴蝶兰申报地理商

标。”里水镇现代农业发展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启动种植标准编制工

作旨在规范蝴蝶兰的生产过程中

的技术行为，内容包括从种苗选育

到成株过程的管理、土壤处理、营

养施肥、病虫害防治等。

当有具体的检测标准后，未

来，消费者可按照等级标签选购

产品，而企业则可按照相关生产

标准培植出优质的蝴蝶兰。在此

基础上，通过申报地名商标可提

高里水蝴蝶兰的知名度，只有符

合标准的蝴蝶兰才能贴上“里水

制造”的标签，从而倒逼行业技术

整体升级，提高里水蝴蝶兰的整

体品质。

此外，里水还在创建“农产品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积极

开展农产品跨境电子商务，探索

建立农产品跨境贸易生态产业

链，推动广东省“互联网+”农产品

出村进城，促进农产品产销对接

和农业品牌建设，带动农产品提

质增效、农民增收。

打造“前方展示 后方生产”的兰花街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

找准“小切口”解决“大民生”
宏岗村每年一个“书记项目”，解决一个群众关心问题

炎炎夏日，虽是上午10时，但白晃晃的阳光已经把

地面烤得热浪滚滚。与室外的炙热相比，里水镇宏岗

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显得十分凉快，丝丝凉意从中央空

调送出，轻抚着等待就医的老幼妇孺。

这是崭新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经过近2年重建，于

今年6月启用，这也标志着该“书记项目”画上了圆满的

句号。

近年来，宏岗村以党建为引领，通过一年一个“书

记项目”，以重建社区卫生服务站、解决“停车难”、兴建

幼儿园等小事为“切口”，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大

事”，让群众增强获得感。

新站启用 就医更舒适
“以前大厅里没空调，夏

天排队看病就是受罪，汗水

流不停，衣服全湿透，小孩子

又哭又闹。”提及过去的社区

卫生服务站，70多岁的光叔

直摇头。光叔是土生土长的

宏岗人，在他的记忆中，旧的

社区卫生服务站建于上世纪

70年代，设施简陋，并且由于

年久失修，近年来更是出现

墙灰剥落、雨棚漏水的现象。

变化始于2018年。那

一年，宏岗村党委书记、村委

会主任、经联社社长李汉荣

把改造提升宏岗村社区卫生

服务站纳入“书记项目”。“如

此不堪的就医环境，早已是

扎在群众心里的一根刺，必

须想方设法解决好群众的这

件烦心事。”李汉荣说，那时恰

逢里水镇大力推进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他便

四处奔走向上级反映问题、

递交立项申请。由于旧服务

站兴建已久，70年代的泥砖

结构已无法通过小修小补提

升，他希望推土重来，从根本

上为群众提供一个舒适的就

医环境。

终于，经过多个部门实

地走访和协调沟通，有着40

多年历史的宏岗村社区卫生

服务站，走上了重建快车

道。如今的社区卫生服务站

布局合理，其中一层是停车

场，二层设有全科、中医、康复

理疗、B超、心电图等诊疗科

室以及2个家庭医生工作室，

三层暂未启用。群众对拔地

而起的新服务站，赞不绝口。

合理规划 停车不再乱
“奔着问题去、迎着难题

改。”这是“书记项目”的初衷，

也激励着李汉荣以扎实细致的

工作为群众排忧解难。

2019年春节过后，李汉荣

通过“三级党建网格”收到了不

少投诉，这些投诉大多指向一

个问题：“停车难”。

为什么难？春节后外来务

工人员纷纷返工，再加上周边

村对车辆进行收费管理，而宏

岗村停车免费，一时间便涌进

了很多外来车辆。

怎么办？急群众所急，李

汉荣马上将此项工作纳入“书

记项目”，随即发动党员干部晚

上走街串尾，摸清全村“过夜

车”的数量，然后通过“立规”+

“开源”，合理引导群众停车。

即制定宏岗停车管理方案，对

符合停放条件的车辆进行登记

并发放免费停车证，对原村内

地堂（晒谷的地方）改造的停车

场，优先该生产队的车辆停放，

非户籍车辆可在非限停时段免

费停放。同时，在工业区的空

闲地方指定一个位置划车位

（大约100个），引导非户籍车

辆免费停放，车位先到先得。

规矩一出，争车位的现象

立马少了。“拥堵现象明显缓

解，最主要是发放停车证后，外

来车辆少了很多，停车位还算

够用。”非户籍居民阿芬说，大

家都是街坊邻里，争吵难免伤

和气，她的车就停在工业区那

边，虽然要多步行10分钟，但

车起码有了安身之所，也少了

不必要的纷争。

文/珠江时报记者黎小燕 图/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

腾笼再造 兴建幼儿园

■■农户给蝴蝶兰盖上膜农户给蝴蝶兰盖上膜。。

■■蝴蝶兰竞相开放蝴蝶兰竞相开放。。

■■宏岗村党委书记宏岗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委会主任、、经联社社长李汉荣经联社社长李汉荣（（右一右一））参与宏岗三清理工作参与宏岗三清理工作。。

■■宏鹰公园宏鹰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