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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京郊村民奔小康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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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旅游业让村民人均纯收
入达29358元 、 小蜜蜂产业助低
收入农户养蜂脱低致富、 “互联
网+大桃” 让桃农增收稳步奔小
康……近日， 本报记者走访了密
云区穆家峪镇、 太师屯镇， 平谷
区刘家店镇， 实地体验这里的村
民的小康生活。 京郊村民依托自
然环境与生态优势， 走通了不同
的奔小康之路， 创造了京郊村民
奔小康的新样板。

小康生活样板一
发展旅游业让村民人均

纯收入达3万元

“以前打工， 一年收入也就
两三万元 ， 6年前村里改造后 ，
我回村开了饭店， 一年能挣四十
万元 ， 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 。”
密云区穆家峪镇阁老峪村的80后
村民谢泽说。

“过去想着住上几间瓦房、
能吃饱饭就知足了， 没想到能住
上条件这么好的农村二层别墅。”
出生于1962年的村民谢国阳， 几
乎与移民新村同龄， 如今在村里
经营着自家的民宿， 去年收入十
几万元。 像他这样拥有二层别墅
的人家， 在他们村里是标配。

8月19日， 记者走进阁老峪
村， 一排排整齐的二层别墅掩映
在绿色树林之中， 整洁的道路四
通八达， 黄发垂髫怡然自乐……
阁老峪村靠发展旅游致富了。

阁老峪村书记赵宗亮介绍
说， 阁老峪村人口由原住民和密
云水库移民融合组成， 现有密云
水库移民及后代540人， 占人口
总数的52%， 1962年之前原住民
分散居住在两条沟域内， 隶属于
本镇西穆家峪村管辖。 1960年国
家为解决移民安置， 将三处移民
新村落户阁老峪村。

土地贫瘠、 交通闭塞、 自然
资源匮乏 、 吃饭依靠国家返销
粮， 一年家庭劳动力年收入不足
200元， 经济收入不能解决家庭
成员口粮支出， 超过半数的家庭
年底结算时 ， 反欠村集体口粮
款。 “一件衣服穿几年， 鸡蛋换
钱来买盐”， 这是昔日阁老峪村
生活的真实写照。 2009年之前 ，
阁老峪村经济收入排名长期位居
全镇倒数第一的位置。

开拓进取， 因地制宜， 合理
整合利用资源， 在保护好生态环
境基础上， 通过招商引资， 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 促进产业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 是阁老峪村党支
部在群众渴望摆脱贫困， 脱贫致
富奔小康愿望的基础上， 结合本
地实际制定的村庄经济发展总体
规划。 2009年北京 “天福号” 集
团公司， 为满足新产品 “西班牙
火腿” 研发和生产场地需求， 到
密云区考察， 落实最优投资建厂
地点， 当时阁老峪村因缺乏竞争
优势， 没有被纳入考察范围， 这
样的好事似乎与阁老峪村无关。

2009年末的一天， 村庄供水
钻 井 现 场 ， 赵 宗 亮 书 记 正 在
紧张地忙碌， 无意间看到有陌生
人来到身边 ， 了解村庄发展情

况， 赵书记便向其介绍起来。 经
过交流， 他们发现村庄发展定位
与企业落户需求完全吻合， 当得
知面前站着这个满身泥巴的人是
村支部书记时， 认定这是一个具
有务实精神 、 百姓拥护的好干
部。 当场， “天福号” 将企业选
址定在阁老峪村， 双方约定春节
之后， 正式签订相关合同。 没想
到这样的机缘， 迎来了家乡经济
发展良机。

随后，村里又引进“北京国际
青年营”“北京日光山谷管理有限
公司”几家企业落户，到民居拆迁
改造、民俗旅游业发展，土地山场
流转、 地上物流转、 拆迁政策补
贴、民俗旅游安排客源等，阁老峪
村走上了旅游发展的致富路。

目前， 该村从事民俗旅游业
接待农户达90户， 民俗旅游纯收
入与总收入占比达到35%， 2020
年全村实现经济总收入 5927万
元， 年人均纯收入29358元。

小康生活样板二
小蜜蜂产业助低收入农

户脱低致富

“每天我都要检查蜂箱打开
看， 检查蜂王是否还在。 靠着养
蜂， 我家一年收入可以达到30万
元。” 密云区太师屯镇龙潭沟村
密云蜂农田淑革说。

田淑革今年48岁， 和丈夫王
全生当了30余年的职业养蜂人。
“每天看着这些小蜜蜂在蜂箱里
飞进飞出的， 就像看到自己的孩
子一样。” 田淑革说。

田淑革告诉记者， 他们主要
养繁殖能力强、 产蜜快的意大利
蜂， 从最初仅有的几箱蜂到现在
400多箱蜂。 虽然养蜂很辛苦，但
能换来如今甜蜜的生活很值得。

密云区园林绿化局蜂业管理
站站长罗其花告诉记者， 像田淑
革一样的蜂农， 密云区现有2072
户。 针对区域养蜂实际， 区里出
台了一系列养蜂扶持政策， 对各
级蜂场、 合作社等新型蜂业经营
主体进行分级扶持， 累计扶持项
目30多个、 投入资金近亿元， 推
动了蜜蜂养殖规模化、 产业化和
标准化发展。

罗其花说 ， 密云现有蜂群
11.5万群 ， 占全市蜂群总量的
44% ， 是 “北京市养蜂第一大
区”。 截至目前， 已建成国家级
蜂 产 品 标 准 化 示 范 基 地 、 绿
色 无 公害蜂产品生产基地 、 蜂
产品深加工基地、 西方蜜蜂良种
繁育基地和成熟蜜生产基地等基
地20个 ， 共有蜂产品公司2家 ，
蜂业专业合作组织26个， 合作社
入社社员1906户， 从业人员4000
余人。

据调查， 蜜蜂授粉有效促进
了全区148.19万亩阔叶灌丛生态
系统和15.3万亩草丛生态系统的
植被更新， 并在水土保持生态建
设过程中， 丰富了密云水库79条
小流域的动、 植物物种。 此外 ，
蜜蜂为全区农作物授粉， 直接促
进果蔬增产效益超过8.5亿元。

全区年均生产普通蜂蜜320

万公斤、 巢蜜113万公斤、 蜂王
浆和蜂胶等19万公斤， 蜂产品年
产值近1.2亿元。

全区兼职养蜂农户 （占65%）
每户平均养蜂数量为64群， 养蜂
年纯收入3万元以上； 专职养蜂
户每户平均养蜂数量150群， 养
蜂年纯收入10万元以上。 特别是
通过发展蜂产业， 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密云水库一级保护区退耕
禁养农民的转移就业和增收问
题， 使部分放牧农户成功转型为
养蜂户。 全区362户低收入农户
实现养蜂脱低致富， 为全国养蜂
扶贫工作树立了标杆。

密云园林绿化局副局长佟犇
介绍， 密云山水兼备， 自然地貌
特征为 “八山一水一分田”， 山
区面积占全区面积4/5， 水源保
护区占全区面积3/4。 借助自然
环境优势， 每年举办 “密云荆花
节 ” “蜂蜜丰收节 ” 等主题活
动 ， 不断提高密云蜂产品知名
度。 2018年， 成功举办21世纪第
三届海峡两岸蜂业科技与蜂产业
发展大会暨首届北京密云蜂产业
发展高峰论坛， 在全国包括海峡
两岸树立了密云蜂产业高品质形
象。 2019年， 成功举办华北地区
“5·20世界蜜蜂日” 主题活动暨
第二届北京密云蜂产业发展高峰
论坛 ， 邀请了世界蜜蜂日发起
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国务
秘书、 农业部部长等领导参加，
推动密云蜂产业走出国门、 走向
国际。

2020年“5·20世界蜜蜂日”主
题活动全国主会场设在北京密
云，以活动为契机，蜂产业重点镇
镇长、蜂企负责人、蜂农代表携手

抖音达人直播带货， 为推动多元
化线上营销进行了有益尝试。

小康生活样板三
“互联网+大桃”让桃农

增收稳步奔小康

“你们看我家的桃， 很甜，
好吃， 还能捏出水呢……” 8月
19日 ， 本报记者前往平谷刘家
店 镇 “互联网+大桃 ” 工程基
地， 80后岳巧云正利用网络直播
卖大桃。

身为地道的平谷人， 在大学
毕业工作10年后， 岳巧云毅然放
弃了年薪逾百万的媒体总监职位
返乡创业。事情得从2014年说起，
她的父亲得了一场重病， 让父亲
自创的绿谷汇德果品产销合作社
陷入了困境。 “老一代创业者老
了，谁来种桃？ 谁来卖桃？ 如果父
辈们真的不能干了， 社员们又该
怎么办？ 享誉全国的平谷大桃产
业该怎么办？ ”这些问题就像一块
沉甸甸的石头， 压在了岳巧云的
心头。经过一番考虑，岳巧云决定
接过父辈们的接力棒， 把大桃产
业传承下去。 于是，女承父业，她
成为合作社新的负责人。 虽然平
谷大桃远近闻名， 但北店村桃农
以前只顾埋头种桃， 没掌握定价
权，好桃子卖不出好价。岳巧云意
识到， 如果继续按照父辈的传统
模式生产经营，前景堪忧。就在此
时，平谷区出台了“互联网＋平谷
大桃”相关政策，岳巧云看到了全
新的商机。

“在种桃、 卖桃的圈子里，
自己最懂得互联网； 在互联网的
圈子里， 自己最懂得平谷大桃。

这两个不相关的事情结合起来，
自己就有了突出的优势。” 岳巧
云说， “互联网+大桃” 成了自
己返乡创业的绝佳契机 。 这几
年， 一路走来， 合作社带着周边
几个村的200多户桃农走上了发
展 “快车道”。 如今， 北店村桃
农几乎个个都学会了开网店、 发
微信朋友圈卖桃， 不用再为客商
压价发愁了。

“我能教的真不多， 但果农
上过我的课 ， 学会了用手机收
钱， 并且不出错， 这就足够了。”
说这话的人叫王丹， 她原本是年
薪50万元的都市白领， 2014年因
为父亲身体原因， 不得不从城里
回到平谷老家 。 照顾家人的同
时， 她开始了自己的淘宝电商创
业之路， 2017年最高峰时， 淘宝
等平台年销售额500多万元。

2017年， 平谷区相关领导在
机缘巧合下， 找到了当时已经成
为电商网红的王丹， 想让她给果
农讲解如何在网上卖桃。 王丹知
道这不容易， 但作为土生土长的
平谷人 ， 她答应了 。 第一次上
课 ， 王丹准备了整整8个小时 ，
从结构到目标、 从方式方法到售
后服务， 她将自己的心得全都写
进了PPT。

岳巧云与王丹 ， 正是平谷
“互联网+大桃” 工程的写照。

大桃作为平谷区农业支柱产
业， 是全区10万桃农收入的主要
来源。 多年来， 桃农销售大桃主
要通过坐等商贩上门收购。 经常
因为市场信息不对称， 缺乏销售
渠道， 出现商贩恶意压价、 大桃
“隔夜愁” “货到地头死” 等状
况 。 2017年 ， “互联网+大桃 ”
工程为推动大桃品质提升、 促进
农民增收进行了尝试和探索， 全
年电商销售大桃2060万斤， 销售
额1.7亿元 ， 促进农民增收5155
万元， 取得了初步成效。

2018年 ， 平谷区深入推进
“互联网+大桃 ” 工程 。 在平谷
大地经历了冬旱、 春寒、 夏涝、
病虫 、 风雹等多重灾害的情况
下， 桃农的收入没有减少， 生活
质量得到了保障。 “互联网+大
桃” 工程， 进一步开拓了平谷大
桃销售渠道、 提升了品牌知名度
和影响力。 2018年， 全区电商销
售大桃3000万斤， 销售额3亿元，
促进农民增收1.2亿元。

2019年， 平谷区在前两年的
基础上， 精准发力， 通过开展电
商培训、 对接优质平台、 创新销
售模式 、 服务物流企业 ， 推动
“互联网+大桃 ” 工程再升级 。
2019年 ， 平谷区大桃电商销售
3500万斤 ， 销售额2.8亿元 ， 促
进农民增收1.2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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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吃桃的季节， 桃农不停歇地开拓销售。

“互联网+大桃”， 让农户稳增收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