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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吸引青年人才回流

京山农场：企业助力乡村振兴新探索

大学毕业后， 湖北女孩徐巧
跟很多小镇青年一样， 选择到大
城市工作。2018年，泰康与湖北省
京山市政府签订战略协议， 投资
近 3亿元兴建现代农业等综合项
目，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升级，助力
乡村振兴， 希望将京山农场打造
成湖北地区乡村振兴的样板。

京山农场位于湖北省京山市
杨集镇双墩村。项目落地后，双墩
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许多
和徐巧一样的大学生及外出务工
人员都选择回家乡发展。如今，京
山农场已成为湖北地区网红打卡
地，被称为湖北“小瑞士”。该项目
也成为企业等社会力量助力乡村
振兴的一个成功案例。

促进乡村产业结构升级

2018 年 6 月， 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作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顶层设计的重要文件，
规划从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
五方面确定了 22 项具体目标。

这也为企业等社会力量参
与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

据记者了解，京山农场距离
武汉及荆门市区仅两小时车程，
农场占地面积约 2600 亩， 总投
资近 3 亿元。 农场不仅建设有现
代农业及休闲农业，同时还设有
蔬菜采摘、农耕体验等多种配套
服务。 此外，京山农场还通过打
造深度农耕文化体验基地和教
育实践基地，实现科技助农的同
时也支持群众致富增收。

双墩村村支书王国福是村
庄发展变化最好的见证人。 据他
介绍， 京山农场 2018 年开始建
设，2020 年开始陆续对外开放。
“项目建设以来， 整个村子的环
境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道路得到绿化，水电也畅通
了， 路上还安装了太阳能路灯。
此外， 我们村的农副产品像蜂
蜜、香菇、鸡蛋等销售渠道也被
打开， 直接促进村民增产增收。
很多村民也在农场得到了就业
岗位，生活有了保障。 ”

据京山农场项目相关负责人
介绍， 京山农场在当地建设了万
林新村，直接改善了 20 余户村民
的居住环境， 并为其购买养老保
险，提供养老保障。 2020年，京山
农场与周边七家合作社签订了

1000 余亩水稻种植订单，惠及农
户 100 余家， 累计创收超 200 万
元。项目引入本地常驻员工 60余
人，创造就业机会近 400 个，村民
在农场务工创收的同时还能学习
现代绿色种植养殖技术。

据悉，京山农场一期开业以
来， 推动周边经济发展效果显
著，为乡村引流 10 万余人。 2022
年 10 月， 京山农场二期投入运
营，解决本地用工 150 人。

“我对京山农场助力乡村振
兴事业充满了信心。 ”王国福告
诉记者， 一开始大家还有些顾
虑，因为这涉及村民搬迁、环境
改变等很多问题，大家也担心企
业所说的助力乡村振兴只是一
句空口号，“但当京山农场开始
建设后， 这些顾虑就都没有了。
因为项目投资大， 建设得也很
好，我们的环境和生活各方面都
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京山农场带
着我们双墩村、 杨集镇都出名
了。 目前，我们正在推动米酒产
业在双墩村落地。 ”

发挥引领示范效应

森林木屋、 稻田、 科技大

棚、 马场……如今的京山农场
已成为湖北地区网红打卡地和
深受市民欢迎的田园体验去
处。 从以前不为人知的普通村
庄， 到高峰时期日均接待 2000
人次的乡村振兴项目地， 京山
农产项目也得到了很多来自外
界的关注。

据王国福介绍，京山农场乡
村振兴项目实施以来也得到了
当地省市领导重视，“在指导考
察之外，也希望将项目模式介绍
到其他地区。 此外，也有一些商
家、农场负责人等到京山农场考
察学习，希望借鉴引进农场的一
些项目。 ”

这其中，专业马场是京山农
场吸引市民最多的项目之一。 目
前， 京山农场有六位马术师，他
们都是该村村民。 能够在家门口
得到这样一份听上去酷酷的工
作，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
机遇。

在回到双墩村之前，王龙在
京山市公安局从事巡特警工作，
但一直考公无望。 当听说京山农
场招聘马术师时，原本就喜欢动
物、喜欢冒险的王龙立马就报了
名。 2022 年 2 月，王龙入职京山

农场，并得到了公费前往北京专
业马术培训机构学习的机会。 经
过长时间的专业训练，王龙如今
已成为京山农场最受欢迎的马
术师之一。

“我之前也很喜欢骑马，在
学习专业的马术后还可以教别
骑马，这让我觉得很自豪的。 另
外，除了经济收入有了很大的改
善，更重要的是我现在可以留在
家人身边，在工作的同时照顾家
庭。 ”王龙告诉记者，希望今后能
一直在京山农场工作，在提高骑
术的同时把这项运动推广到更
多地方。

新的发展机遇让很多像王
龙一样的青年人找到了更大的
发展空间，也改变了以往乡村留
不住人才的发展困境。 据介绍，
由于自身发展需要，京山农场还
造就了很多其他职业， 如中餐
师、西餐师、动物饲养员、保洁员
等，这也吸引了不少其他村的村
民农闲时来务工。

而徐巧的成长经历也从侧
面印证了京山农场项目的发展
历程。

刚刚来到京山农场时，徐巧
并没有过多的工作经验、所学专
业也不对口。 在京山农场工作的
四年时间，徐巧从后台行政财务
部门走到了台前的文化服务部，
从一名职场新人成长为文化服
务部负责人。 如今，徐巧能够独
自带领团队，为京山农场的发展
贡献智慧和力量。

“对我个人而言，除了业务
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通过泰
康创造的机会、通过京山农场这
个项目和平台，我个人也得到了
很多发展机会和认可。 去年，我
被选为京山市政协委员，这就是
对我最大的认可和鼓励。 现在，
我们的村庄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看到身边越来越多的伙伴回来
和我们一起建设家乡，助力乡村
振兴，我们也感到非常欣慰。 ”徐
巧谈道。

“想不到我做了这么多好
事！ ”近日，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
晒出了自己的淘宝“隐藏订单”。
记者了解到，双 11 前夕，阿里巴
巴基于“链上公益”技术，对国民
级公益平台“公益宝贝”作了升
级， 这场持续多年、 全国累计 7
亿多人参与的爱心接力，从此有
了个人专属爱心账单。

据介绍， 用户打开淘宝，搜
索关键词“公益”，点击“爱心足
迹”，就能看到隐藏订单。 其格式
跟大家熟悉的“我的订单”相似，
是历史订单的集合页。 特殊之处
在于， 汇总在这里的全部都是

“公益宝贝”订单。
记者注意到，该页面订单信

息非常详尽，列明了每一笔产生
了多少善款，定向捐给了哪个公
益项目。 点击公益项目名称，可
以进入项目详情页，查看目标金
额、最新进展、工作场景、工作方
式、收益人群等信息。 此次升级
实现了订单和项目两个维度的
透明化。

阿里“公益宝贝” 诞生于
2006 年， 经过 16 年的持续运营
和完善，逐步发展成为国民级公
益平台。 标有“公益宝贝”标签的
商品每成交一笔，商家就会给某

个公益项目捐赠几分、 几毛钱，
发挥显著的“涓滴效应”。

据了解，2021 年全年， 淘宝
天猫有 229 万商家加入其中，总
共卖出超过 73 亿件公益宝贝，
被 5 亿多名消费者买走。 善款捐
赠给 181 个公益项目，700 多万
人次从中受益。 截至去年的 15
年全周期内，公益宝贝的参与商
家数和消费者数分别超过 800
万和 7 亿。 阿里公益负责人向记
者透露，首批已经披露 116 个公
益项目，后续将有更多机构和项
目逐步完成，网友届时能够查到
更多信息。 （皮磊）

用户历年爱心捐赠清晰可查
阿里“公益宝贝”双 11 再升级

“泰康一直在资助
家乡教育发展，

比如捐建学校、设立奖助学
金帮助困境学生等。 初中三
年，我每年都得到万林奖学
金的奖励，这是泰康保险集
团董事长陈东升的父亲陈
万林于 2001 年倡议设立
的。 因此，当我听说泰康在
家乡投资京山农场项目、助
力家乡发展后非常兴奋，也
是带着对泰康的感激和建
设家乡的愿望，决定回到家
乡发展。 ”

京山农场

■ 本报记者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