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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旅游型名村摇 给力新农村建设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西浦村发展模式研究
蔡硕聪
( 汕头市澄海区莲华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广东汕头 515827)
摘摇 要: 该文阐述了汕头市西浦村借助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以生态环境作为旅游吸引力,开发观光、休闲、度
假旅游产品,以创建“ 乡村旅游型名村冶 为契机,形成环境优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局
面,同时指出了该村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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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引言
西浦村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华镇北部莲
花山麓、省道安黄公路旁,是革命老区村,曾是 1927

年至 1928 年县委驻地。 总人口 1 067 人,2013 年全

村 实 现 工 农 业 总 产 值1 1 8 5 万 元 ,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48. 1 万元,人均收入 5 789 元。 近年来,该村以党建
带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借助自身

的自然资源优势,以生态环境作为旅游吸引力,开发

乡村旅游业为重点的特色产业进一步发展,带动农
村宜居建设作出新成效。
1. 1摇 发展特色乡村旅游,打造经济发展新亮点

西浦村依托全镇域国家 4A 级旅游区的整体优

势,加强自然景区和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建设和
管理。 在旅游发展上做到 3 个“ 突出冶 。

一是突出 发 挥 资 源 优 势。 西 浦 村 拥 有 66. 67

hm 山坡地,地势平稳,地形有利于旅游开发,村里
2

还有兰花基地、著名西浦美术写生基地、古榕树、革

观光、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形成生态环境型乡村旅

命烈士博物馆等资源,西浦村依托这些丰富的乡村

游发展模式。 近年来,农村党建水平不断提高,基础

旅游资源,以生态农业、自然风光、民俗文化做为旅

设施和生活条件大步改善,实现了经济建设与环境

游景观背景和基本特色,形成西浦旧民居建筑、大自

建设同步推进,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同步提升,形成

然休闲农庄、西浦美术写生基地等极具地方特色的

环境优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旅游资源,将生态旅游开发与自然秀美的湖光山色

的良好局面。

和绿色宜人的现代生态农业相结合,建设休闲娱乐

西浦村是汕头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美术写生
基地,该村还先后被评为广东省“ 旅游特色村冶 、汕
头市“ 生态示范村冶 、汕头市“ 文明村冶 、汕头市“ 乡村

旅游型名村冶 、汕头市“ 千村环境卫生整治示范村冶 。
村党支部还被评为汕头市“ 先进基层党组织冶 ,村班
子多次被镇委评为“ 五好班子冶 。

1摇 西浦村发展历程

度假与浏览景观、生态教育、农业科技综合性旅游
区。
二是突出发挥党员示范带动作用。 为进一步发
挥西浦兰花基地资源技术优势,示范带动区域群众
参与兰花种植,西浦村建立了党员兰花种植示范点,
与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广东远东国兰有限公司合
作,采取“ 公司+基地 +农户冶 模式,党员个人出资 2

万元,公司负责兰花的引种、栽培技术支持、配套设

领导、抓好关键环节、注重工作实效,顺利完成名村

施建设以及市场销售渠道的构建,年可创值约 1 300

创建各项工作,为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以

元,有利于调动个人和公司双方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西浦村立足本村实际,坚持科学规划、强化组织

收稿日期:2014-08-01
作者简介:蔡硕聪,经济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和农村改革等方
面的研究。 E-mail:caishuocong@ 163. com

万元,在年 末 盈 利 分 配 中, 党 员 可 以 收 入 近 5 000

实现互惠双赢。 通过党员示范带动,目前西浦村已
规划 30hm2 兰花基地,已建成 10. 42hm2 ,并有 30 余
户农民参与兰花种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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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突出壮大集体经济,增强农民收入。 在发
展旅游产业过程中,西浦村紧紧围绕壮大集体经济
和增加农民收入这条主线,创新发展新模式。 例如:

分流及休闲运动场地建设) ,以及通过其它渠道筹
集配套资金 444. 4 万元,西浦村在创建过程中,充分

发挥项目资金的积极作用,把钱用在刀刃上,精心规

在引进投资商建设大自然休闲农庄时,村集体除了

划、工作扎实、物尽其用,组织和协调相关方面力量

提供土地年出租 6 万元外,每年还从门票收入中提

投入创建工作,形成群策群力、层层把关、注重实效

均 150 元,增加了村民的福利收入。 2011 -2013 年

2. 1. 1摇 以党建带动村建,引领社区各项事业协调发

均水平。 另外,景区营业也为村民创造就业机会,为

近年来,原市委书记李锋同志先后多次到西浦

取 8% 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村民年末人口分红人
全村集体总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均高于全镇平

的良好作风和科学方法,使创建工作持续稳步推进。
展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拓宽了途径。

村调研指导工作,希望该村继续通过深入开展创先

1. 2摇 规范环境综合整治,建设农村宜居环境

争优活动,提升科学发展理念,发挥乡村生态资源优

西浦村以改善农村人居、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

势。 市、区两级领导也多次到该村开展调研活动,鼓

活环境质量为重点,加强村庄规划和环境综合整治,

励西浦村充分调动各方积极因素,大胆探索党建工

促进了环保效益的提高,绿化面积不断增加,环保基

作模式,扎实推进组织建设。 西浦村借助各级领导

础设施不断完善、规模不断扩大。 一是完善公共基

关怀和指导这股春风,积极探索实践乡村发展的新

础设施建设,提高污染集中控制能力。 一方面进行

模式,提出了以“ 三带二建一打造冶 ( 即党员带头发

村道绿化和环境整治,增设区域标识牌、环保宣传栏

展特色农业、带头发展特色旅游业、带头弘扬文明乡

和户外 LED 公益宣传视屏灯组,成为村容村貌配套

风,建设一流干部党员队伍、建设绿色环保优美乡

建设的新亮点;另一方面加快建设阿科蔓技术污水

村,打造幸福西浦) 为主题的创先争优活动,使党的

处理系统,加强固废集中处理。 建有专门的环卫队

建设与带领村民致富、树立新风范有机结合起来,有

伍,共设有垃圾收集点 2 处,专人负责村环境卫生管

效推进村政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理和监控,生活垃圾清运率达 100% 。 污染防治和

2. 1. 2摇 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督查机制

强度明显下降,污染源达标排放水平明显提高,巩固

作得以顺利实施并取得预期效益,西浦村成立由党

了“ 生态示范村冶 的建设成果。 二是大力推进节能

支书、村主任任组长,村“ 两委冶 干部为成员的名村

减排,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鼓励科技创新、技术改

创建领导小组,负责项目的规划、组织、协调、实施及

造,积极推广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大力发展循环经

日常管理工作,为创建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济,促进增产增收增效,推广生态循环经济模式,充

村“ 两委冶 还将创建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专门就

分利用人畜粪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后作有机肥、

创建工作进行实地调研,并多次召开会议,对创建工

饲料、沼气,把种( 养) 植( 殖) 与农民生活链接,取得

作进行动员部署,制订创建工作方案,并进一步细化

清洁家园、清洁能源和清洁田园的良好效果。 目前,

工作措施和任务目标,明确工作重点、任务要求,做

西浦村容村貌整洁优美,村内古榕成荫,与山林交相

到了措施到位、责任到人,切实把创建工作抓实、抓

辉映,森林覆盖率达 50% ,全村工业污染源达标率

好、抓出成效。

“三废冶 综合利用能力明显增强,污染物排放总量和

100% ,村民对村环境状况的满意率达 96% 。

2摇 西浦村的发展模式

2. 1摇 西浦村打造旅游名村的主要做法

西浦村高度重视名村创建工作,为确保创建工

2. 1. 3摇 整治村容村貌,营造宜居环境

西浦村历来十分注重村容村貌环境卫生整治,

结合“ 绿满家园冶 、“ 幸福乡村冶 和“ 千村环境卫生整
治冶 等创建活动,以创建旅游名村为契机,立足本村

西浦村创建名村工作项目总投资 556. 4 万元,

实际,先后投入资金 200 多万元用于推进农村改厕、

补助金 12 万元,其中 6 万元作为名村规划设计、评

点对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公共场所卫生状况等方

审费用,6 万元作为雨污分流项目建设资金;市级名

面进行全面整治,并从垃圾清理、污水治理为切入

村补助金 100 万元,用于阿科蔓污水处理系统、雨污

点,全面推进环境整治工作。

包括省、市二级共 112 万元名村补助金( 省级名村

污水处理、村道改造、环境整治、景观绿化等建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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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广泛宣传环境保护重要意义和相关法规,
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环保意识,再在原有环境整治
工作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制订细化各项具体措施,进
一步推进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环卫保洁队
伍建设,切实做好生活垃圾的转运和集中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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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色亮点。
2. 1. 5摇 打造特色农业,发展乡村旅游

特色农业的发展与乡村旅游的崛起是相辅相成

的,西浦作为广东省“ 旅游特色村冶 ,是汕头市发展
乡村旅游较早的乡村之一。 近年来,村积极招商引

另外,该村已投入 160 万元用于实施雨污分流、建设

资发展乡村旅游业,将 130 亩不适宜继续耕种的低

投入使用,体现了村对污水整治工作的重视,标志着

创办大自然休闲农庄,景区的建成使用为西浦带来

污水治理经验的日臻成熟,整套阿科蔓污水处理系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适应旅游市场需

统的技术特点是实用性和观赏性的科学整合,其先

求,提升景点质量,村还积极服务大自然休闲农庄增

进的污水处理模式和理念体现生态系统的高效性、

资扩围,鼓励、支持旅游区增设旅游项目,提升西浦

多样性和自然性,实现了污水处理、景观休闲、人文

旅游知名度。

污水处理系统。 雨污分流、阿科蔓污水处理系统的

值山坡地出租给信誉较好的客商发展乡村旅游业,

科教的有机统一,使该村的生活污水处理、生态旅游

西浦村也十分注重旅游生态环境美化及旅游基

环境整治、农村宜居建设等工作得到有效提升,实现

础设施建设,以“ 绿满家园冶 全民行动为平台,投入

有机整合。

资金 144. 4 万元种植总面积 505 亩共 25 200 株的

2. 1. 4摇 发挥人文优势,彰显特色文化

桃花林,以及各种配套设施完善工作,为生态旅游增

西浦是“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冶 革命老区

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以创建乡村旅游型名村为

村,于 1976 年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基地设有革

契机,投入资金 10 万元设置旅游标识系统,投入资

命事迹挂图,记载着澄海革命斗争史上著名的“ 西

西浦村十分关心,捐赠 21 万元建设户外大型 LED

命烈士陈列室,室内陈列 31 位革命先烈的肖像和革
浦事件冶 。 正是基于这样的革命历史渊源,近年来,

金 8 万多元修建旅游公厕 2 座,汕头市委组织部对
公益宣传视屏灯组,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壮大增光

该村把革命烈士陈列室迁徙到大自然休闲农庄景区

添彩。

内,让更多的游客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使景区不再是

2. 1. 6摇 推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

单纯的乡村旅游气息,也融入革命历史教育的氛围,

着力提升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

特别是为前来游玩的青少年提供党史教育平台,意

积极完善农村交通设施及水电通信设施建设,完善

义颇大。 为扩充、完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加完

群众休闲文化广场建设,切实推进“ 新农保冶 和农村

整、清晰还原革命历史,使革命历史文化发扬光大,

基本医疗保险工作,提高群众的医疗、社会保障水

该村结合创建工作,投入资金 15 万元用于完善爱国

平;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各项制度,扎实推进计划生育

西浦村的潮汕旧民居建筑保存较为完整,黄墙

充实学校教育、教学设施和设备配套,改善办学条

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

工作;千方百计筹集资金 50 多万元,用于学校建设,

灰瓦的潮汕特色民居建筑错落在山坡上,纵横曲直

件,优化育人环境,促进办学质量的提高;成立兰花

疏密有致,洋溢着诗情画意,俨然一副风景秀丽、引

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形式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

人怀旧的潮汕乡土风情画,吸引了大批美术爱好者

富;结合创建名村工作,投入 50 万元建设休闲运动

前来写生采风而远近闻名,著名艺术家肖映川曾在

活动场地,配备多处公共休憩设施、公共健身器材、

这里创作并举办画展,因此,西浦村享有“ 画家村冶

篮球场、羽毛球场等,资金来源为市级名村补助金;

的美誉, 也 作 为 “ 汕 头 大 学 艺 术 学 院 写 生 实 习 基

自筹资金 3 万元安装全村路面监控系统,加强治安

地冶 、“ 广州美术学院写生实验基地冶 而备受关注。

为进一步发扬西浦独有的特色民俗建筑文化、

乡土艺术文化,以文化为桥梁结合名村创建这一平
台更好的推介西浦的乡土人情、特色产业及旅游魅
力,村已投入 20 万元完善美术写生基地写生棚建
设,力争以美术写生基地作为展示西浦乡土魅力的

巡逻和防范工作,全面推进平安和谐乡村环境建设,
确保辖区治安稳定,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大局。
2. 2摇 西浦村发展旅游的经验分析

2. 2. 1摇 立足民生,将促进当地农民增收作为拓展乡
村经济发展新思路的第一要务

西浦村在乡村旅游型名村创建中,坚持把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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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放在首要位置,将旅游业发展融入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使农业发展由简单的农业

导农村文明新风尚,动用多方力量对村 33 户违章搭

建户做细致思想工作,使之自行拆除违章建筑物,腾

种植转变为农旅结合、相得益彰、齐头并进的发展新

出空间建设村休闲健身场地,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模式,促进名村创建工作与新农村建设、农村产业结

从中体现出自身的特色亮点,进一步彰显“ 画家村冶

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相结合,使村民依靠旅游增

的魅力,进一步体现革命传统教育的意义,进一步展

收,村集体经济依靠旅游壮大,进一步拓展了乡村经

示村容村貌的亮丽,特别是提倡“ 良好的村风民风

济发展的新思路。

也是旅游资源冶 的思想观念,让村民自觉用淳朴的

2. 2. 2摇 利用优势,将促进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

情感打动人,用乡土本色吸引人,进一步体现西浦村

打开全村经济发展新局面的首要途径

西浦村充分发掘村旅游资源,适度利用旅游元
素,使一些尘封的乡村自然资源重新得到开发利用。
规划建设大自然休闲农庄并加大景区开发力度,将

民的热情,以此作为展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新风貌
的典型,作为乡村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2. 3摇 存在问题

西浦村在成功打造旅游名村的同时,也存在一

景区与村容村貌、乡土气息紧密联系在一起,实行景

些问题:一是资金问题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

村共荣、景村共建,景区资源得到很好开发利用,村

颈,资金不足使得规划和建设的速度较为缓慢。 二

特有的自然资源、乡土文化通过大自然景区这个平

是基础设施建设仍不尽完善,成为当前制约乡村旅

台得到很好推介,旅游魅力与乡土风貌交相辉映,旅

游发展及名村创建的一大问题,随着村民物质生活

游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和民生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

水平的不断改善、精神生活的逐步丰富,以及游客对

进,大自然景区与西浦乡村经济两者共赢发展的局

旅游硬件设施需要的日益提高,亟需进一步完善既

面正在形成,以促进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引领全村

惠及村民又造益游客的基础设施建设。 三是人才管

经济发展新局面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

理与服务质量仍需不断提高改善。 作为创建乡村旅

2. 2. 3摇 抓住机遇,将促进当地特色农业发展作为充

游型名村的重头戏,自然是发展乡村旅游业及与之

实乡村旅游发展内涵、推进乡村旅游产业化的重要

相辅相成的其它特色产业,目前这方面的人才管理

手段

机制仍不健全,从行业管理上看,管理力度不够,没
西浦村依托优势资源,按照因地制宜原则,着力

有专业管理人员的统一管理,没有专业管理人员的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产业,实现了乡村旅游型

点拨和引导,整体服务质量不高,服务队伍不齐全不

名村创建与地方产业培育的有机结合。 紧抓机遇,

完备、专业化水平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特色产

做大做强农业特色产业,农业兴旅游,旅游促农业,

业向前发展的速度。

把农业与旅游业有机结合起来,把发展特色农业作

2. 4摇 对策建议

为乡村旅游业的重要载体,加大扶持力度,建设兰花
花卉基地,建立特色农产品市场,开发景区周边农民

2. 4. 1摇 多方筹措资金,保证名村建设顺利进行

积极创造条件开展招商引资,引导和鼓励民资、

的果园,积极引进新的特色农业品种,促进高科技果

侨资、外资参与村政建设和生产经营。 通过省级农

园、菜园的发展。 推出品尝鲜菇、果园自摘和花卉观

业龙头企业和农户自我发展,增创效益,增强自我积

光等多条农业观光游线路,多渠道满足游客的需求,

累、增强持续发展的能力。 可向当地农村信用社融

丰富乡村旅游内涵,提升旅游业竞争力,推进旅游业

资贷款,适时向当地农业行政部门申请专项财政奖

产业链的延伸,将西浦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补资金,以弥补各项建设的资金缺口。

做大、做强、做活特色产业,实现了产业开发和旅游

2. 4. 2摇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配套工程和服务

开发的双赢。

做好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管理,加大对基础设

2. 2. 4摇 树立典型,将促进人文优势进一步发挥和农

施的建设力度,对基础设施的建设进行资金倾斜,本

村环境改善作为展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新面貌的特

着基础设施先行的原则,对重点村政建设工程进行

色亮点

建设,尽快使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与满足名村发展的

在乡村旅游型名村的创建工作中,西浦注重发
挥当地的人文优势,注重对村容村貌的整治,注重倡

需要形成良性循环,使村的总体发展得到进一步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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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3摇 引进专门人才,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67

就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的新亮点,成为乡村旅游业界

积极引进旅游管理和服务专业人才,引进有文

的新秀。

化、有知识、年轻化、有工作热情的专业人才参与旅
游服务项目建设,对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提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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