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庆梅，临沂市蒙阴县蒙阴街道陈家庄村人，2014年11月份，她在村子东北侧的卧虎山上开办起家庭农场。6
年多以来，从零零散散三四十亩地发展到连片三百多亩，整座卧虎山成了她的开心农场，形成了“大樱桃+蜜桃+
养猪+养鸡”的生态产业链，并且成为“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场”，她本人还拿到了新型职业农民高级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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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荒种地
她把家从水库边搬上山

大年初三，年味还没走，零星
响起的鞭炮声，顺着山沟七绕八绕
从山下传上山。任庆梅所在的临沂
市蒙阴县蒙阴街道陈家庄村，是个
毗邻水库的山脚村，任庆梅嫁到村
里后也曾住在水库边。“山里人靠
地，地多粮食就多。”大约20年前，
任庆梅的孩子还没出生，为了多
开荒种地，她执意和丈夫李国搬
到山上再建房安家。

“那个时候山上没有路，拖拉
机都上不来。”任庆梅认准了要跟
土地打一辈子交道，整地、修路，把
日子过得围着卧虎山转，丈夫李国
在外跑运输挣回的钱都投进了卧
虎山。到2014年，任庆梅在山上垦
荒三十多亩，再加上自家的五六亩
口粮田，耕种了接近四十亩山地。

卧虎山上相对瘠薄的砂壤土
很难让粮食满仓，除了种花生、玉
米、地瓜等常规作物，任庆梅想种
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农闲时节，
她曾经卖过一段时间水果，发现大
樱桃效益比较好。“苹果一斤才两

三块钱，大樱桃一斤十好几块，还
比苹果好管理。”2000年左右，任庆
梅用大樱桃树替换了山上的板栗
和苹果，又借助蒙阴是“蜜桃之乡”
的品牌，发展了近200亩蜜桃。

2013年，任庆梅第一次听到
“家庭农场”说法时，意识到这将
是规模化的农业模式。“那时候家
里的三四十亩地分散在好几个山
头，光是转圈走路上去都不容
易。”2014年11月份农闲，任庆梅
下山到县里咨询如何开办家庭农
场，当天就完成了登记注册。随后

几年，通过土地流转，任庆梅的卧
虎山家庭农场发展到300多亩。

大樱桃+蜜桃+养猪+养鸡
形成生态产业链

在任庆梅看来，种大樱桃承
担的风险不比养殖业小。大樱桃
成熟期集中又不耐储存，特别是
大规模种植，留给采摘和销售的
时间窗口只有一两周。2019年前
后，她已经在卧虎山种上了百余
亩大樱桃。“7000多棵樱桃树，一

天得雇一百多人采摘、分拣、打
包，市场上一天一个价，晚一步就
是几万十几万的钱没了。”

有一年，有客户预订了两万
斤大樱桃，并支付少量定金。但后
来只愿意按照定金收购2000斤。
那一次，18000斤的大樱桃烂在了
箱里。这样的打击让任庆梅意识
到“鸡蛋不能装在一个篮子里”，
除了大樱桃，她还要拓展农场效
益来源。“又弄了土鸡、土猪和鸽
子，鸡就散养在山上，土猪用粮食
喂足15个月。”无意之间，任庆梅

的家庭农场形成了生态链条，间
作的玉米、小麦、地瓜等作物，为
养殖提供了优质饲料，后者又为
果树提供有机肥。

风险分担，让任庆梅一年的
辛苦没有白费。2021年春节前，农
场里土猪肉卖到了45元一斤。

办电商开直播
期盼新机遇

“家庭农场不光是种地养猪，
还得跑市场。”任庆梅说，跑市场
是她的短板。“特别是电商这一
块，我一直没弄好，前段时间也开
了快手直播，粉丝还不到1000人，
几天不露面就掉粉。”农场里，任
庆梅的丈夫负责种养技术，任庆
梅负责销售，她曾经尝试过网店、
直播等不同途径，甚至还找人做
了卧虎山家庭农场的自有网站，
能熟络与大山打交道的她，玩起
这些还是有些吃力。

“干农业累，跑市场难，撑下
来得到的就是开心。”任庆梅说，
春暖花开、果实满枝头的时候，游
客、顾客上山赏花、采摘，卧虎山
是他们的开心农场，守着满山果
树，这里也是她和家人的开心农
场，她希望卧虎山的路越来越宽，
成为更多人的开心农场。

把家庭农场打造成生态产业链，还办电商搞直播

开心农场走出新农人

大年初三，任庆梅就和丈夫在樱桃林里忙着修剪树枝。

富国基金林庆在2015年5
月6日开始做投资，在管理产
品一个月后就遇上了A股历
史上最惨烈的三波股灾，林庆
认为，这是一种不幸，也是一
种幸运，让他有了更强的风险
意识。林庆管理的富国文体健
康，在经历了2015年完整的三
波下跌、2016年的熔断以及
2018年的熊市后，净值已经回
到了 2块钱以上 (数据截止
2020年10月30日)，在5年多的
时间内收益翻倍。林庆认为，
投资作为商业活动的一种，追
求的是长期可持续的回报，这
导致他非常看重投入产出比
与效率。基金经理投入的是时
间和精力，如何分配很重要，
同时，与市场比拼的是对事物

的理解力和洞察力。林庆认
为，资产管理行业的大发展才
刚刚开始，希望能在舞台上找
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林庆的投资框架可以概
括为：多元视角下，寻找错误
定价的优质公司。这个框架的
关键点包括：1)基于商业模
式、效用和常识等的多元视角
看问题；2)用高赔率作为不确
定性的保护；3)部分仓位左侧
或逆向，避免拥挤的交易；4)
公司优质的基本面是基础，但
由于一些原因“明珠蒙尘”而
给了市场很好的投资机会。同
时，林庆认为模糊的正确更重
要，投资要抓住主要矛盾。

从过去五年的业绩看，林
庆的超额收益很高，排名也很

靠前，关于长期超额收益的原
因，林庆解释为“第一，我很厌
恶风险，在熊市的时候一般不
会跌很多。第二，我通过多视
角的投资框架来进行投资，收
益并不依赖于某一个熟悉的
行业有没有机会。“

权益大司新春矩献，知
名基金经理林庆掌管，富国
兴远优选1 2个月持有期 (A
类 ： 0 1 1 1 6 4 ； C 类 ：
011165)，可精选A+H两市具
有高性价比的绩优股票，力
争通过稳健均衡的行业配置
以及12个月持有期熨平短期
市场波动，致力为投资人创
造持续而稳定的长期回报，2
月25日起兴业银行重磅发行！
基金投资需谨慎。

富国基金林庆：寻找多元视角下的错误定价机会
单位 地址 咨询电话

兴业银行济南分行营业部 济南市高新区经十路7000号汉峪金谷商务中心六区1号楼 81755577

兴业银行济南历下支行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7703号 82619629

兴业银行济南天桥支行 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东路31号 86909827

兴业银行济南章丘支行 济南市章丘区汇泉路南唐人中心A区东沿街 83362561

兴业银行济南市中支行 济南市市中区万达广场A区帝景苑4号楼108-112号 86051080

兴业银行济南历城支行 济南市历城区七里河路1号 88585929

兴业银行济南建设路支行 济南市市中区建设路84号 82986006

兴业银行济南槐荫支行 济南市槐荫区经四路490号 86051856

兴业银行济南龙奥支行 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22号 88686015

兴业银行济南泺口支行 济南市天桥区标山路14-16号（香江花园5号楼1-101） 82097088

兴业银行济南历山支行 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18号 86569820

兴业银行济南燕山支行 济南市历下区窑头路1号 88153912

兴业银行济南泉城支行 济南市东八里洼路22号伟东新都二区5号楼1-103号 86197287

兴业银行济南高新支行 济南市高新区山钢新天地7号楼 88166755

为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进一步减轻市场主体
负担，近日，经省政府同
意，山东省财政厅出台《关
于免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有
关事项的通知》，规定自
2021年1月1日起，免征地方
水利建设基金，即对本省行
政区域内缴纳增值税、消费
税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
者，其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征
收标准，由原按增值税、消

费税实际缴纳额的1%调减
为零。

该项免征政策，是山东
省根据国家授权，主动出台
的一项地方性降费政策，将
为全省约400万缴费人新增
减负近50亿元，为山东市场
主体发放了春节“大礼包”，
对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市场
主体信心、持续巩固经济复
苏势头具有重要意义。

(胡菲菲)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国民
财富日益累积，家庭财富管理
越来越重要。鉴于每个家庭的
资产状况、理财预期皆不同，
且理财投资的渠道和方式又多
种多样。因此，如何理财，已
经成了家庭必修课。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创建的理财社群应运
而生，为读者用户提供系统专
业的理财服务，树立正确的理
财观念。通过系统学习理财知
识，让每个家庭的资产得到合
理优化配置，进而创造更加和
谐美好的生活。添加客服微信
号licai1588或扫码便可入群。

部分课程目录：
1 .如何提升财商思维？
2 .如何辨别投资陷阱？
3 .普通人如何使用复利法则？
4 .懒人躺赚的理财方式？
5 .手把手教你查看理财工具。
……
更多精彩课程，报名即享免

费学习
适合人群：
①理财小白：想理财，却不知

道从何下手
②投资达人：做了很多投资

项目，不赚钱反而还亏钱
③白领一族：每月辛辛苦苦

打工赚来的钱，却熬不到下个月
发工资

④宝妈、“工作狂”，无暇理财
的人群

报名时间：2021年2月19日-
2021年2月26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理财社群开课啦 免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山东发放50亿元春节“大礼包”

扫描二维码即可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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