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字号”花木大会在中山横栏成功举办，创下两个“历年之最”

美丽产业打造乡村振兴“强引擎”
文/林翎 图/中山市横栏镇城管住建和农业农村局

花海如潮，客似云来。金秋时节，一场广受社
会关注的盛大“花事”在“中国花木之乡”中山市横
栏华丽演绎：2020年10月29日-11月1日，“大美
中华?锦绣湾区”中国（中山）花木产业大会在中山
横栏成功举办，此项“国字号”盛会将永久落户中
山。

4天来，美丽的横栏绽开了笑脸，10万游人、客
商云集于此，共襄盛事。这是中山市控制新冠肺炎

疫情以来成功举办的首次大型展会，创下两个“历
年之最”——参展企业数量为历年之最，是去年的
3倍多（150多家）；交易额达为历年之最，是去年
的7倍多（14亿元）。

大会策划了开幕式和15项活动，在突出专业
性、实效性的基础上，增加了园艺精品展、园艺技能
大赛、美食节、西江健步跑（走）、“中山之夜”文艺晚
会等文化特色活动，现场参与人数超过10万人次，

推动该项活动从单一的绿化苗木展销会，上升为集
产业对接、科技兴农、休闲文旅为一体的特色品牌
盛会，实现了产业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随着

“国字号”盛会举办效应逐步显现，中山花木产业全
面转型升级的“冲锋号”已经吹响，在这片充满希望
的田野上，花木产业将成为横栏乃至中山现代农业
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进一步延伸农业产业链，拓宽
产业布局，促进中山花木品牌走向全国。

横栏是中山传统的农业大
镇，具有“中国花木之乡”的美
誉。自 2017年起，横栏每年举
办花木交易博览会，对提高横栏
花木产业的知名度起到了一定
效果。2019年，花木交易博览
会吸引了近 200家全国各地的
国家级科研院所、市级以上行业
协会、交易市场、上市公司及重
点企业代表参会参展，促进行业
供需对接近2亿元。

为了进一步提升这项活动
的品牌影响力、经济贡献度和产
业拉动力，在省市的大力支持
下，横栏花木交易博览会升级打
造为中国花木产业大会，在层次
和规模上都大幅提升。

今年花木产业大会指导单
位是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
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主办单位是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和中山市人民政府，承办单位是
中山市农业农村局和中山市横
栏镇人民政府。本次大会打破
思维定式，整合各级资源精准谋
划，促使大会层次、模式、内涵等
方面实现全面转型，使花木产业
大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字号”
招牌。

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支
持下，组织全省 10个现代农业
产业园成立广东省花卉产业园
联盟，横栏作为首届理事长单
位，也在开幕式上授牌。联盟将
通过整合政府、企业、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等各方资源，加强交流
合作，以提升产品品质、促进区
域协作发展为目标，以共推技术
创新、品牌创建、市场拓展为重
点，促进花卉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提高广东省花卉产业技术
创新能力，延长产业链，支撑和

引领产业技术进步，为联盟成员
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打造
广东花卉品牌，进一步提升广东
花卉产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
核心竞争力。

大会期间，举办了全省城市
园林绿化研讨会，由广东省住建
厅组织全省各市县负责园林绿
化工作的有关人员以及省风景
园林生态景观协会会员单位等
参加，共同探讨城市园林绿化建
设的有关政策要求和发展趋势。

此外，在主会场举办了全国
重点地区花木产业推介暨供需
对接会，邀请了 93家重点企业
参加，围绕横栏花木产业园发展
规划，重点从研发、生产、采购等
方面进行产业推介和供需对接。

此次大会还举办了结对帮
扶成果展，中山对口帮扶地区肇
庆4家企业，潮州8家企业和云
南昭通 1家协作苗木基地参加
展会，展销花木、园艺产品。通
过本地特色产业，辐射带动对口
帮扶地区产业发展，实现产业互
联、合作共赢。

据统计，借助“国字号”势能
效应，大会吸引来自全国 16个
省份 150多家花木产业园及企
业参展，落实近 14亿元采购合
同，是去年的7倍多。参展企业
中，包括中德合资公司金品花
卉，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
物品种资源研究所、中国林业机
械协会等两家国家级单位。

虽然花木产业大会已完满收
官，但横栏的硬仗才刚刚开始。
横栏已开始画作战图，列出时间
表，从用地、政策等方面保障签
约项目落地动工，最短时间内让
花木大会成果转化为推动横栏高
质量发展的动力。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山人因
地制宜培育出独具特色的花木
产业。中山花木种植历史悠久，
主要形成了小榄、古镇、横栏三
大主要生产基地，并销往全国各
地。目前中山花木种植总面积
达12万亩，年销售额超50亿元。

其中，横栏花木经过40年发
展历程，现有经营面积约3万亩，
品 种 数 量 1000多 个 ，花 木 场
2600多个，从业人员超过 2万
人，产品销往福建、广西、湖南、
四川、重庆等30多个省区，年销
售额约 30亿元。辐射带动种植
面积30万亩，成为华南地区重要
的绿化苗木集散地。

中山人意识到，不能单靠传
统的自产自销模式，要为花木产
业插上科技的翅膀，用好“科技
兴农”这个关键一招，为新时代
花木产业创新发展安上“强引
擎”。

此次大会突出科技兴农主
题，挂牌成立全市首个省级农业
科技园区，这也是该省级园区首
次落户乡镇。至此，横栏已形成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省级农
业科技园区“两园驱动”的良好
势头。

依托省级农业科技园区，横
栏将同步建设大湾区花木产业
集散中心和科研中心，提升横栏
花木产业园的研发能力、承接能
力和成果转移转化能力。广东
省科技厅不仅协调专业设计团
队具体指导创建工作，而且统筹
地方科技发展资金，支持横栏建
设花木产业公共技术创新平台，
为当地花木产业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打造“科技之芯”。同时，横
栏作为省现代花卉产业园联盟
的首届理事长单位，将在整合花
木产业政产学研资源上拥有更
大空间和便利，为推进花木产业
技术创新、品牌创建、市场拓展
提供支持。

广东省科技厅还将横栏作为
农村科技特派员重点支持单位，
首次将农村科技特派员队伍挂
点到村一级，建立全省首个镇级
农村科技特派员队伍。在首批
44名特派员中，有博士研究生32
名，具有副教授或副研究员以上
职称23人，精准对应横栏特色产
业链的 20个科研项目，将惠及
10个行政村的农企和农户。

在此次大会期间，广东省人
大在横栏组织召开乡村振兴和

走进 2020中国（中山）花木
产业大会，便徜徉在花海之中
了。大会座落在横栏的成片花
田之中，万紫千红的三角梅、精
致高雅的盆景、明媚绽放的绣
球花，还有千姿百态的奇花异
草美不胜收，让人目不暇接，不
时可以见到有游人抱着或拎着
盆栽、鲜花满载而归。“一上午，
我们就登记了两页的资料”，爱
垦园艺的现场工作人员表示。
主营进口花卉草坪种子种苗的
厦门爱垦园艺有限公司这次带
来了进口的新品种——毛地黄

“粉豹”。该公司通过展会，不
仅推广自身的品牌，与同行交
流，还收获了一些潜在的客户。

美的不仅是琳琅满目的花
木，美食节也令人大饱口福。为
了向全国各地的客人们展示中
山的生活美，在大会期间还一连
四天举行了中山本土美食节，30
个展位，21家商家前来参展。满
目全是中山的特色美食，横栏的
七村烧饼、一品鱼羊餐饮店、六
沙烧鹅、星威鸽餐厅、百草源等
集体亮相，中山著名的雀鸟轩餐
厅、香山家宴食府、咀香园商业
连锁有限公司、黄圃银华腊味有
限公司等企业的美食也令人欲
罢不能。据统计，参加美食节的
商家也赚到“盆满钵满”，美食节
4天的营业额达 130万元，其中
仅 一 品 鱼 羊 餐 饮 店 就 卖 出 近
7000只乳鸽。

本次大会之所以“旺丁又旺
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保持
专业性的同时，更加突出群众
性、文化性、趣味性，实现了从卖
花木延伸到卖风景、卖文化的大
升级，以点带面探索具有横栏特
色的文创旅游之路。从绿化苗
木产销到园艺园林展示转变，增
加了园艺精品展、园艺技能大赛
等内容，推动花木文化走入寻常
百姓家。同时，从行业交流到雅
俗共赏转变，除了有专业论坛、
供需对接会和生产技能培训等
专业活动，还举办了特色美食

节、“中山之夜”文艺晚会等文艺
活动；除了在横栏花木基地举办
各种活动，还组织“西江健步
跑”，让参与者沿着江景、花景、
村景，近距离感受横栏独特的乡
村魅力，吸引超过6000人参加，
3小时内即报名满额。此次大会
游客人数超过十万人次，成为疫
情得到控制以来中山市举办的
首次大型展会，活动规模和效益
创下横栏之最，有力提振人气和
消费。

“希望本次大会推动农村三
产深度融合”，中山市委农办主
任、中山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中
山市扶贫办主任陈永华表示，中
山花木产业的发展以农民增收
为主线，技术创新为动力，优化
农产品产地生产力结构布局，在
制定“产业+旅游”规划的基础
上，逐步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大
力发展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促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紧密连接、
协同发展。有效改变原有的产
业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生产模
式和销售模式，延伸农业产业
链，提升产业附加值。

据了解，横栏结合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大力发展
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积极整
合花木基地、西江沿线、五沙特
色精品村等优势资源，逐步完
善公厕、绿道、路灯等配套设
施，规划打造了横栏水乡花田
农业观光旅游路线，成为省农
业农村厅推介的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精品路线，推动花木产
业由第一产业形态向第三产业
形态延伸，促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横栏乘着花木大会的“春
风”，谋划将花木产业大会扩容
升级。按照国家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标准，整合3万亩种植基地
形成核心区；用好水印江南苑等
景观节点，增加高档盆景、景观
鱼、居家花卉等品类品种，形成
具有园艺园林特色的生态文旅
产业链。

A 横栏品牌升级“国字号”金字招牌

B 科技兴农为花农送来“金扁担”

科技兴农立法座谈会、农村科技
特派员座谈会，不仅在思路上为
横栏农业转型升级把脉开方，还
出台具体制度和举措，精准对应
当地特色产业链的 20个科研项
目，给10个村的农企、农户送来

“金扁担”，为乡村振兴提供科技
引擎。

日前，横栏镇已与华南农业
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签订
协议，在全省率先以院镇合作模
式推动乡村振兴。目前，双方准
备以花木核心产业合作和携手
打造省级乡村振兴示范点，横栏
农业发展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科技兴农的魅力，已经成为
“强磁场”，吸引了农业科技企业
和协会进驻横栏。在大会期间，
专注于“防普金花茶”十多年研
究的御雅生态科技把总部搬到
了横栏镇花木基地；同一天，江
门市花卉协会驻中山办事处也
落户横栏，并同时举行揭牌仪
式。御雅生态科技专注于“防普
金花茶”的引进、驯化、育种、栽

培，总结出了一整套金花茶的核
心技术，其金花茶茶叶、花朵的
采摘烘烤和种植技术均达到了
行业领先之位，目前种植的苗木
全部采用标准化、精品化、专业
化定位。该企业负责人表示，前
不久一位领导的话让人记忆深
刻，他说要发挥技术优势，赋予
横栏农业更多科技含量、更多乡
村特色，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就是
我愿意把总部设在横栏的重要
原因之一”。

据了解，经过多年的集约化
发展，横栏已建成面积达3万亩
产销一体花木基地，去年的销售
额是30亿元，明年的目标是100
亿元。下一步，横栏还计划通过

“双园”驱动，打造国家级农业产
业园，引领整个产业做优做强。
做好产业园核心区的规划，打造
区域行业核心，用3万亩的产业
园辐射带动大湾区超过100万亩
种植面积，同时将产业延伸到对
口帮扶地区，不断扩大影响力。

C 从卖花木延伸到卖风景卖文化

花木大会航拍图花木大会航拍图

在大会期间还一连四天举行了中山本土美食节，大受游人欢迎

游人徜徉在花木大会的花海之中

中山横栏花农在田间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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