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宋祖峰

即墨普东中心社区现在有了一个新
的名字——— 光伏小镇。

这个小镇里的农民春天种花生、玉
米，秋收后种小麦。60岁的孙允堂家里有
10多亩农田，一年下来最多有3万元收入。

几个月前，孙允堂承包了一个光伏大
棚种蔬菜，他也成了时下流行的“农业创
客”。这个“农业创客”孵化器位于即墨大
沽河流域光伏农业园区，整个平台占地
9000亩，拥有100多个光伏大棚，由青岛昌
盛日电太阳能科技
公司（以下简称昌
盛日电）与青岛城
投共同投资建设。

这100多个光
伏大棚每个占地近
2亩，成本150万元，
年租金10万，棚上
发电，棚下种蔬菜、
茶叶、菌类、园艺花
木等，发电收益可
向进出口行、国开
行等政策性银行抵
押贷款，解决资金
难题。如果按照传
统种植模式，2亩地
一年收入几千元
钱，孙允堂在光伏
大棚里种了天葵、
田七等特种蔬菜，
种子、肥料由昌盛
日电提供，他只要
根据昌盛日电的订
单日常管理种植就
可以了。到了收获
季节，所有蔬菜被
昌盛日电以高于市
场价收回，统一包
装销售。孙允堂只
承担大棚的地租、
所有用工和平台的
费用，只要管理得
当，一个大棚年收
入达10万多元。

像孙允堂一
样，普东有100多位
农民租了光伏大
棚，加入到创业行
列中，他们也成为

“农业+光伏”这个
模式下新的生态圈中的一环。

在这个创客空间，不光有孙允堂这样
的种菜能手，也有苏鹏这样搞红藻养殖，
从中提取虾青素的生物科技项目带头人。
虾青素在食品、医药和化妆品领域应用广
泛，美国原装进口的虾青素一瓶近700元，
其中蕴含的价值可想而知。

在这个新型生态圈，我们来看昌盛日
电这个光伏企业出身的“农业操盘手”是
如何运作的。

一直以来，光伏与农业相结合受政策
鼓励。尽管农业产业化前景好，但前期投
入大回报长，很难获得融资。而光伏产业
在经过多年高速扩张后，单纯发电业务很
难获政府支持。两者结合突破口在哪里？

昌盛日电的模式是，与即墨市政府共
建农业光伏园区，在租用的农田上建光伏
大棚，同时设计了孵化器功能，形成4：4：2
格局，其中40%园区面积由昌盛日电和旗
下农业公司经营，40%引入即墨本地经营
较好的农业种植公司，剩余20%用于农业
创客孵化。这样一个格局，吸引了回乡农
民工、大学生以及地方农业技术合作社。

通过土地流转在农业用地上建设光伏
大棚，农民除获得土地租金外,昌盛还会雇
佣农民进棚务工，让他们成为农业工人。42
岁的毛承娥是附近村庄一位农民，2012年
到昌盛日电后经过培训成为一名有机蔬菜
包装工，工资2600元，每年除了多收入3万多
外，还能学到农业种植技术。目前，昌盛日
电有200多名农业工人，仅工资一项就为当
地农民带来600多万元收入。

目前，昌盛日电已在全国建设了近3
万亩光伏农业园区和光伏农业综合体，它
已经不是四年前名不见经传的光伏企业，
光伏+农业的模式引来资本追逐。近日，由
青岛城投发起，光大银行、国开行、青岛昌
盛日电共同出资设立100亿规模的农业光
伏产业基金成立。这100亿元将专项投资
昌盛日电在全国各地的光伏农业项目，可
支持1200MW装机的项目，超过现在昌盛
日电建成和在建项目的总和800MW。

在被100亿产业基金“加持”后，蛰伏
四年，有青岛城投为第三大股东的昌盛日
电终于玩大了，最新消息是，这个成立仅
仅四年的光伏企业正在谋求上市。

100亿产业基金为何敢“挥金入土”

身价3000万智能温棚如何赚足每寸土地的价值

职业农民播种收割就像在大地上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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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红杰

赵文鑫身上有两个标签：“85后”、富二
代。当他从做房地产的父亲那里获得资金
后，选择的是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做农
业。

不过，他做农业有自己的另一套思路：
像生产工业产品一样做农业，榨取生态链中
每一环的经济价值，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百
年庄园。

这个情怀与他大学期间在国外的游历
有关。国外有很多百年庄园，农业大棚都是
标准化生产，像蔬菜工厂一样，那是和他老
家惠民农村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场
景。

2012年8月，赵文鑫创建山东鑫诚现代
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做现代农业，土地
集约是操盘的第一步，这一步走得并不顺。
赵文鑫和农民打交道后才感慨，土地是他们
的命根子，即便一家一户经营收入再低，他们
也宁愿攥在自己手里。有的农户听说鑫诚要流
转他们的地，一夜间将150亩地全“插”上树苗，
想方设法多要钱。

谈判，打包票，写保证——— 除了每年每
亩1200斤小麦固定收益，每名劳动力到鑫诚
务工每月收入2000元左右，就这样鑫诚流转
到7000多亩土地。

鑫诚走的是高科技大棚蔬菜路线，整个
项目总投资11亿元，成本居高不下。以其引
种的青岛农业大学研制的“新梨七号”为例，
这个标准化梨园按照欧盟有机标准建设，成
本高达1000万元。仅去除土地污染，就将500
亩土地全部深翻80厘米，上下土对调，又用
内蒙古边境的天然有机肥和优质菌剂进行
了改良。

面积2万平方米的智能温棚完全按照荷
兰模式打造，设施、技术、种子皆源自荷兰，温
度、湿度、光照、CO2浓度、营养液全部由计算
机实时自动控制。生物技术灭菌除虫，工厂化
育苗、机械化移植、自动化喷灌、标准种植、机
械化收获，净菜上市、订单销售，这是这个“蔬

菜工厂”的“十八般武艺”。
这种标准下生产的西瓜和甜瓜，糖度达

到18%-21 . 5%，接近世界吉尼斯纪录。种植
的传统西瓜品种聚金宝，单品达到53公斤。

荷兰版“蔬菜工厂”生产出来的“三高”
蔬菜——— 高成本、高品质、高价格，产品销路
又如何解决？盈利模式如何构建？

水培韭菜刚种出来时，打电话白送人家
都不要。赵文鑫带着样品到北京送，一看到
实物客户立马改了主意签约。后来，甜瓜也
慢慢进入济南恒隆、银座。现在，鑫诚的蔬菜
基本都是订单种植。水培韭菜批发价高达30
元/斤，春节期间100多元/斤还卖断了货。

一个现代蔬菜大棚投资3000多万，光靠
卖菜是挣不回本的。赵文鑫想尽了办法，让
每一寸土地都产生效益。“老百姓种菜，人力
不花钱，我们竞争不过，所以要搞特色、差异
化经营，老百姓有的，我们不种，我们有的，
老百姓种不了。”

蔬菜大棚的老叶子要专人捡到垃圾站
深埋，费时费钱。园区引进白玉蜗牛专吃烂
菜叶，其排泄物又是优质有机肥，这十几万
只蜗牛一年利润就是200多万。

林果苗木园区种了樱花等45个品种，卖树
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树下空地种食用百合、金银
花等中药材和黑麦草等牧草，散养的大骨鸡、珍
珠鸡、乌鸡等以此为食；再剩下的空地种玉米养
乌骨羊，乌骨羊一只卖一万多元。

“再好的黄瓜也只能卖黄瓜价，但深加
工会大大提高附加值。”赵文鑫把参照系定
在韩国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可乐洞上，正
在建设的国际加工物流交易中心以可乐洞
模式为模板，集农产品加工、交易、冷链运输
为一体，将来滨州这个农业大市的农副产品
直销京沪等高端市场和海外市场。

鑫诚最大的差异化经营和品牌溢价是
“荷兰特色”。从荷兰蔬菜到荷兰花卉，从婚
纱摄影到房车露营，从果蔬销售到生态养
老，建设中的风车庄园要把农业生产和乡村
旅游结合起来，这就是赵文鑫下一步要操盘
的、含金量极高的农业综合体了。

本报记者 孟敏 实习生 杨兵

2346亩玉米如阅兵仪仗队般
整齐划一。这片土地是大型收割
机、无人驾驶拖拉机、马克播种机
等现代农业装备驰骋的乐园。

在邹平孙镇全泉农机合作社
农业标准化示范农场，25日上午，
农场主王允泉去地里看了看庄稼，
然后开车参加亲戚婚礼，忙到下午
2点才吃了两个馒头，这位保持淳
朴本色的农民现在已经身家千万。

1983年，王允泉辍学回家务农，
因为喜欢摆弄农机具，借了200块钱
买工具，在村头搭了个棚子修农具，
边干边学边琢磨，一步步发展起来。

2008年7月，由王允泉发起，注
册资金312 . 55万元，21户农机户
以农机具实物为主入股，创立了农
机专业合作社，每年夏、秋两季组
织社员耕种收，开展农机跨区作
业。这种订单作业规模作业的模式
持续四年后，王允泉成了福田雷沃
在滨州地区最大的农机具经销商。

2012年，在一次企业交流会
上，王允泉提出建立现代农机具示
范农场的想法，得到福田雷沃支
持。现代农场必须要求大面积种
植，2013年春天，王允泉以经济手
段流转土地，形成了拥有2346亩土
地的大农场。这个农场配备了从播
种到收割的一系列现代装备，全球
卫星定位、GPS自动导航、播种、施
肥、起垄、洒药、收割就像在大地上
作画——— 直线精度小于5厘米，自
动对行精度小于10厘米，转向轮偏
角控制精度小于1度……最关键的
是，再有驾驶经验的机手，也比不
上无人驾驶拖拉机的标准化作业
和一天24小时不歇气地干活。这个
农场的经营模式按照土地与经营
者的关系紧密程度，分三个层级：
农机租赁——— 土地托管经营———
土地流转经营。

对于福田雷沃而言，这个农业
装备标准化示范农场起到了体验
营销的作用；对于示范农场里的社
员而言，福田雷沃不光免费提供技
术培训，旗下金融租赁担保公司还
能提供优惠金融服务以及10万-
50万元不等的维护运营支持费用。

当工业资本深度介入农业后，
这种改变是加速度的。在潍坊寒亭
区后阙庄村，在新疆、东北大型农
场，福田雷沃联合像王允泉这样的
优势代理商，建起一个个示范农
场。未来5年，这家企业计划完成
200家示范农场建设。

在王允泉看来，合作社只是平
台，农机装备支撑起来的现代农业
精准化种植才深刻改变了他这一代
传统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以1000亩的玉米为例，以前玉
米收割、晾晒、入仓需要20个人，现
在只需要三五个人即可完成，节省
了至少八成人工。用农机装备耕种、
收获、装车、脱粒、清选、烘干、进仓，
一次性就能完成。

麦收时节，全泉农机专业合作
社的30多台联合收割机分布在2000
多亩土地上，如火如荼地作业。效率
最高的联合收割机，每秒“胃口”12
公斤，一小时就能收割20亩地。这些
农机装备不仅在滨州地区作业，还
辗转河南、江苏、安徽等五六个省。

案例一

即墨普东镇：

资本追逐光伏农业

案例二

85后“农业心经”：打“荷兰牌”种“三高”蔬菜亏不了

案例三

邹平农场主王允泉：

亲历被现代装备改变

的新农村

▲邹平：
现代农机

重装上阵

惠民：
高科技智

能温棚

即墨：光伏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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