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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黄帅君

城北大地上的一场生动实践

“山以石文横布，彩翠相间，若叠彩然”。叠彩区得
名于其境内远近闻名的叠彩山。历史遗风裹挟文人情怀，
在给 52 平方公里土地赋予美称的同时，也为当地 28 万
常住人口的多彩生活带来美好隐喻。

环保与发展，一直都是桂林发展的两个关键
词。 2019 年 3 月起，叠彩区紧紧围绕“打造
一江两区，建设壮美叠彩”发展定位，倾力
推进三大田园综合体建设，借助花卉苗木，
拉动“美丽经济”，让乡村振兴的号角响彻
城北大地。

根据叠彩区委、区政府的建设思路，三
大田园综合体面积约 18 平方公里，由漓江
源乡五谷杂粮田园综合体（面积约 4 平方
公里）、漓江茂源奇珍异果田园综合体（面
积约 6 平方公里）、缤纷叠彩奇花异草田
园综合体（面积约 8 平方公里）组成。其
中，缤纷叠彩田园综合体范围涵盖 5 个村
委（即大村、尧山、蒙正、潘家、上阳
家）、 8 个自然村（即上村、社塘、莫
家、斋塘、王家冲、潘家、中村、上阳家）
和花卉基地，总面积约 8 平方公里，人口 1
万余人。

10 月 16-18 日召开的广西第一届花卉
苗木交易会，让全国花友的目光对准了“缤纷
叠彩”奇花异草田园综合体核心区。核心区内 6000
多㎡的会展中心， 30 余万盆花卉苗木在此争奇斗艳， 14
个地市展馆、 4 个专业展“显山露水”。

广西首届花卉苗木交易会对缤纷叠彩奇花异草田园综
合体青眼有加不无道理。近年来，叠彩区斥资 2 . 5 亿
元，打造核心区“ 3 村一基地”，即社塘、斋塘、中村
和花卉基地，面积约 6000 亩，涉及人口约 5000 余人。

如今，来到潘家村委的中村，映入眼前的 55 座漂亮
的小洋房。每座洋房前庭后院都盛开着鲜花，“活在花园
中”的农村生活，令许多城里人都艳羡不已。

叠彩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通过“政府引导+协会统
筹+企业主体+农户参与”的运作模式，缤纷叠彩田园综
合体已初步建立产销一体化产业链条。带动了尧山、蒙
正、潘家、上阳家、群力 5 个花卉苗木生产区发展。入
驻花卉苗圃企业达 500 多家，其中花卉苗木龙头企业有
20 余家，花卉种植面积扩大到 1 . 2 万亩。该田园综合体
也已成为桂林市乃至广西目前规模最大的花卉苗木生产基
地和流通基地。缤纷叠彩田园综合体也先后荣获桂林市十

佳农业生产基地、自治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桂林市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广西四星级现代特色
农业核心示范区等荣誉称号。

而在漓江茂源田园综合体和漓江源乡田园综合体
内，瓜果飘香，丰收的歌声悠扬。前者的建设范围主要
涵盖群力、新民、上阳家 3 个行政村， 8 个自然村，
24 个村民小组。规划范围总面积约 6 平方公里，项目
由茂源公司负责开发，建设奇珍异果区。后者则主要在
四联村委辖区内，涵盖“三村一四大农场”，即白石

潭、中间村、柑子园村和俊辉农场、牛牛农场、阳关农
场、村集体农场，规划总面积约 5 平方公里，总投资
约 1 . 5 亿元，是集五谷杂粮、果蔬、旅游休闲于一体
的地域特色田园综合体，以原真、体验、乡居特色为核
心，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地形地貌及本土资源，打造
“土”字号乡村品牌。

目前，漓江茂源田园综合体已经完成农旅休闲片区
（大门、游客中心、码头、种植园、百花园、果篮餐厅
等）及市政设施（道路、给排水、燃气、环卫、电力、
风貌改造）一期建设。基地办公区、基地生活区、农产
品加工园等二期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漓江源乡田园综
合体则加快了白石潭、中间村、柑子园村三个自然村进
行旧村改造步伐，并完善基础设施，开展粗粮、杂粮作
物及茂谷柑、百香果、 W 默科特柑橘、夏荷葡萄、砂
糖桔、红心火龙果、草莓等适宜水果种植，并拟建水果
深加工、储藏、交易、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物流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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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打造 3 个“世外桃源”，叠彩区怎
么做到的？

且来看一组数据：三大田园综合体项目
总投资额为 30 亿元，项目建成后受益农户
约 5700 户，受益人口 2 .2 万余人，为当地

农民增收约 6000 万元。
短短几年时间，如此高规模、大投入、快推进并收

到实效，让人不禁想追问，“叠彩速度”、“叠彩规
模”是如何形成的？在采访中，叠彩区相关负责人言简
意赅地总结出了几个心得。

定位精准，集中火力，想干事、干成事。叠彩区坚
持把田园综合体建设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和重要
抓手，由区委书记、区长担任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和田园综合体建设项目指挥长，建立党政主要领导亲

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机制。同时，集中
人财物力，立足农村集成改革，着重从规

划、投入、技术、运营、市场五个方面
抓好田园综合体建设，推动产业做大做
强。同时，抓规划布局，找准产业发展
方向，围绕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依托
叠彩区漓江东岸优美的生态田园景观资
源和良好的种植产业基础，高起点规划
缤纷叠彩、漓江茂源、漓江源乡三大田
园综合体。

目前，《桂林市叠彩漓江田园综合
体试点规划》已经上报自治区农业农村
厅申报自治区级田园综合体，正在编制
《桂林市漓江茂源奇珍异果田园综合体
试点规划》、《桂林市漓江源乡五谷杂
粮田园综合体试点规划》，三大综合体
业态各具特色、互为补充，构建起了地
域特色鲜明的现代农业产业格局。

资金是发展和建设的坚实后盾。近
年来，叠彩区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为三

大田园综合体提供真金白银保障。叠彩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辖区以花卉基地改造提升为重

点，通过争取上级项目资金、利用政府债券资金、引入
社会资本等形式，累计投入 1 . 25 亿元实施了农村水电
路网等基础设施和景区配套设施建设，大力改善了农村
基础条件和人居环境，为产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田园综合体是乡村振兴
的新载体。在打造过程中，叠彩区以技术杠杆撬动产业
上规模上档次。依托广西林科院技术支持，大力推广应
用喷淋浇水、苗木离地栽培技术，优化花卉苗木产品结
构，不断提升花卉种植的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化水
平，花卉种植面积扩大到 1 . 2 万亩，其中连片种植达
6000 多亩，年产量提升到 8500 万株，产值达 2 . 5 亿
元，花卉种植产业已成为叠彩区农业经济的主要支撑。

“花花世界”带来了金银满钵。按照“政府引导+
协会统筹+企业主体+农户参与”的运作模式，如今，
叠彩区已建立产销一体化产业链条，带动尧山、蒙正、
潘家、上阳家、群力 5 个花卉苗木生产区发展，全区
花卉苗圃企业达 500 多家，其中花卉龙头企业有 20 余
家，带动周边 3500 多人就业，实现了良好的经济社会
效益。

农旅融合，释放“ 1+1 ＞ 2 ”的产业潜力。依托
花卉基地，叠彩区每年成功举办家庭园艺展、桂林盆景
展、叠彩樱花旗袍文化艺术节、叠彩花卉旅游文化艺术
节等花卉主题类节庆民俗活动，推动生态农业和乡村旅
游融合发展，年接待旅客达 35 万人次。缤纷叠彩花卉
基地已成为桂北地区最大的花卉苗木交易基地，先后荣
获桂林市“十佳”农业生产基地、自治区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示范点、广西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四星
级）等称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5 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江湖州安吉考察时提出了这样的科学论断。

15 年后，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借厚厚的“绿色家底”释放经济能量，已经成为发展
共识。

在尧山脚下，6000 亩花卉基地上，五颜六色的花朵正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远远望去，大地
仿佛披上了一件花衣裳。漂亮的小洋房、躬耕劳作的花农、精致的小品景观，构成了一幅生动
的田园牧歌图。

近年来，叠彩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紧紧围绕市委、市
政府的部署要求，以承办首届广西花卉苗木交易会为契机，以创建乡村振兴示范区为目标，立
足叠彩资源优势，高起点、高标准推进叠彩缤纷田园综合体建设，在实践中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化为生动现实。

以花为媒天地宽，不负青山奔小康。如今，“美丽经济”马车疾驰在叠彩希望的田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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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培育苗木，园林工作者需
要来回为花卉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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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山花卉基地的秀美景色成旅游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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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彩田园综合体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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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艳的花田十分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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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正在给花卉苗木浇
水，保持它们的活力

记者唐侃 摄

缤纷叠彩 锦绣前程
——— 叠彩区倾力打造田园综合体深度观察

▲叠彩花卉基地大门 记者韦莎妮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