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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亩水稻的成熟期，金黄稻田、海
涂风车，一片丰收景象。慈溪北部坐落
着总面积 15.5 万亩的慈溪现代农业产
业园，是全国首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历经十余年，产业园核心区慈溪现
代农业开发区基础配套基本到位，产业
格局基本成型，实现了盐碱地成田园变
花园的神奇跨越，形成优质粮食和精品
果蔬两大主导产业。2021 年，现代农

业开发区产值突破67亿元。
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

现代农业开发区启动投
资近 1 亿元建设新慈湖

农业绿谷，构建桑田
油 菜 花 海、正 大 世
界稻田、新慈湖花
海 、恒 海 怡 荷 园

“一线四区”农旅
融 合 发 展 框 架 ，
建成千亩花海、
国家产业园展示
馆 等 10 余 个 现
代农业体验点，打

造 出 一 系 列 休 闲
观 光 旅 游 好 去 处 ，

2021 年吸引游客 50
万人次，农旅融合步入

快车道。

“开发区如此高速度、高质量发
展，与市财政‘一站式’帮扶紧密相关。
从开发区单设财政体制，到帮助园区争
取现代农业园区试点项目、中央节水灌
溉项目等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财政补助，
包括全国首批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创建，都离不开市财政大力支持和帮
助。”现代农业开发区相关负责人如此
点赞。

开放强农搭平台，筑巢引凤聚优
势。截至目前，慈溪财政累计拨付资金
6.5 亿元，撬动引导社会资金投入达 60
亿元，先后引进了正大集团、浙江恒海农
业等国内外大中型企业 51 家。慈溪现
代农业开发区在盐碱地书写“工业化理
念发展农业”“开发区模式建设园区”的
土地集约利用“两区”模式同时，打造了
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成就交流和展示的重
要窗口。

下一步，慈溪财政将不断加强在支
持农业现代化、推进农业产业升级、推动
乡村振兴中的驱动力，加速建设国内一
流的农业发展示范区，奋力打造都市乡
村共富共美先行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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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农村，既要让人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更要让人看得到
希望，看得到发展。

改革赋能，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
水”。慈溪瞄准“片区”这个基本单元，
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通过发展共
谋、事务共商、资源共享、产业集成，着
力打造乡村高质量发展共富共美综合
体。

依托片区组团发展模式，匡堰镇南
部片区 3 个村共同参股组建忆山文旅公
司，通过村村组团、公司化运作等方式，
对低效农房进行盘活，在财政资金牵引
下，带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推动利益联
结机制构建，让农户充分享受组团发展

红利。
如今，匡堰镇南部片区重点打

造的“楝树下艺术村落”已经成为
新晋“网红”打卡地。村民在楝
树下健身、跳舞、社交；“乡村会
客厅”是招商和创业基地；游客
可进行农事体验，沉浸式感受
乡村慢生活；云朵咖啡、梦想厨

房、龙窑餐厅等新型业态也都
如 火 如 荼 地 建 立 起 来 。 2021

年，片区整合发掘旅游潜力点位
20 余处，游客量增加 12 万人次，村

经营性收入增长 20%以上。
每年 6 月杨梅成熟的时候，更是一

片繁忙景象，毕业回乡的年轻人在这做
起电商生意，收购村里散户的杨梅，统一
分拣包装，销往全国各地，梅农收入大幅
增加。“今年我们‘慈溪杨梅’举办了网上
杨梅节，带动杨梅线上销售，累计实现网

上交易 16 万单共计 3600 余万元。”“90
后”大学生创客戚军洋说。绿水青山真
正成了造福乡里的“金山银山”。

“高质量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财
政保障是关键。市财政统筹整合各项涉
农项目资金 8 亿元，重点用于片区组团
发展，集聚推进翠屏山文旅融合、精品示
范带开发建设，致力打造景美、村强、民
富的新时代美丽乡村。”慈溪市财政局相
关负责人说。

截至目前，慈溪已培育组团片区 81
个，落地发展项目 211 个。2021 年首批

培育的 8 个市级片区，村集体经济平均
增收 38.9 万元。2021 年慈溪行政村村
集体经济总收入 11.3 亿元，经营性收入
20 万元以下村全面清零，今年将实现集
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50 万元以上村占比
90%以上。

今年，慈溪又有 3 个镇入选宁波农
村综合改革支持共富乡村集约创新示范
建设试点项目，预期投入 1.45 亿元，将
通过改革创新、系统集成、集中施策、整
体推进，进一步探索片区组团发展乡村
振兴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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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80 后”农民计亚兵在地头忙着收割绿花菜。
这一颗颗绿花菜，将由龙山甬丰种植场统一收购，最后
运送到海通集团加工成速冻产品，销往日本。从农户到
农场，再到农业龙头企业，连接起了一条产值18亿元的
慈溪加工型蔬菜全产业链。

慈溪强农惠农创新发展历史悠久，早在2003年，作
为市财政重点支持的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海
通集团首创加盟农场模式，变分散经营为集约化经营，
把农业资源优势与食品加工优势有机结合。慈溪财政
每年统筹安排农业扶持政策资金近亿元，着力推进农业
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不断深化“龙头企业+农场+农户”
的联农带农机制，建成 2 亿元以上产业集群 5 个，带动
市内外农户 30 万户，连接基地 38 万亩，对农户人均收
入贡献度超20%。

“为更高水平引领农户致富，更好赋能农业产业链
发展，财政以创建全国首批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为契机，
优化调整农业扶持政策，聚焦科技强农、机械强农，努力
实现农业现代化示范大而有当。”慈溪市财政局相关负
责人说。

科技强农，关键“招”在于“科技驱动、信息先行”。
慈溪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统筹安排农业产业链
信息化财政补助 4730 万元，引导农业主体投资 2.2 亿
元，建设国家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 1 个、省级数字工
厂 7 家、数字化改造基地 40 家，为农业现代化插上了

“数字翅膀”，带动产业增收 5.1 亿元。在正大数字化蛋
鸡养殖场，一名饲养工程师操控一台电脑就能饲养 8.6
万多只鸡，以极少的人工实现鸡蛋年产2.3亿枚，这样的
高效农业足以颠覆人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认知。此外，
慈溪数字乡村建设服务“三农”成效显著，获评省数字乡
村“金翼奖”。全国首创的“共享冰爽爽”应用将全市
200 个冷库“搬上云端”，有效激活闲置冷库资源，助力
农户果蔬错峰、错时、跨季销售提效增收，实现库主赚租
金、租户涨收益，户均增收超5000元。

机械强农，不仅让农户劳动强度和经营成本“双减
负”，更让生产规模和经济效益“双提高”。慈溪相继出
台支持农业领域“机器换人”示范工程建设、主要农作物
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农机农艺融合发展、本地特色农
机具购置补贴等财政扶持政策，兑现各类农机补贴3950
万元，带动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投入资金 6800 万
元，2021 年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80%。慈溪作为
全省鲜食毛豆主产区，推广毛豆耕种收全程机械化种植
模式，台创园内的大展农业种植有限公司的一台毛豆采
收机省工近百人。应用北斗、遥感等技术，打造华东首
个万亩无人智慧农场，相较传统农业模式可提高约40%
的年收益，为全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样板经验。

2021 年慈溪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92 亿元，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全国县域第四、宁波首位。现在，
慈溪正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全力推进“双强行动”，提
升农业生产效率和产业竞争力，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
收，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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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慈溪，，位于东海之滨位于东海之滨，，杭州湾南岸杭州湾南岸。。这片唐这片唐

涂宋地涂宋地，，迸发出无穷活力迸发出无穷活力。。几十年前几十年前，，这里是一这里是一

个棉花产区个棉花产区，，农业经济占主导农业经济占主导。。斗转星移斗转星移，，慈溪慈溪

人凭着一股敢闯敢干的精气神人凭着一股敢闯敢干的精气神，，把滨海滩涂打造把滨海滩涂打造

成为县域经济标杆成为县域经济标杆。。

在这里在这里，，农业现代化的场景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场景加速实现，，乡村乡村

振兴振兴““慈溪路径慈溪路径””生机无限生机无限。。流水线上流水线上，，机器工人机器工人

身手敏捷身手敏捷；；手机屏中手机屏中，，共享数据效率担当共享数据效率担当；；新农村新农村

中中，，电商农产四通八达电商农产四通八达。。大平台显大智慧大平台显大智慧，，大农大农

业有大谋划业有大谋划。。财政资金就像一支妙笔财政资金就像一支妙笔，，描绘着农描绘着农

村奔赴共同富裕的新画卷村奔赴共同富裕的新画卷。。

慈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慈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财政牵引农业实现财政牵引农业

农村高质量发展农村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共富共美促进乡村共富共美，，先后获全先后获全

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先进县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先进县，，全国全国

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市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市，，浙江省实施乡村浙江省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振兴战略、、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成效明显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成效明显

县县（（市市、、区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