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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梦里水乡种百合

□

本版图、文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吕官弟

万顷洋，古时受气候地形影响，这里的农业发展就像牛顿摆

一般永远在两个极端来回摆动。 长时间无雨时，山岗上一片萧索

枯黄；阴雨连绵的季节里，万顷良田则便成一片汪洋。 因此得名

万顷洋。 时至今日，这个带有浪漫色彩的名字成为了人类与大自

然奋斗的史诗。

经过勤劳朴实的里水万顷洋村民一番战天斗地、 艰苦创业，

这里如今已是万顷汪洋不复见，暗香浮动沁心脾。 一个花卉王国

在这片热土上不断发展壮大，万顷洋现代农业示范区已发展成了

广东省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的鲜切百合花种植示范基地，更成

了南海区里水镇重要的招牌之一。 一年一度的里水百合花文化

节更是一个重拳打造的文化品牌，在珠三角，乃至全国都具有重

要的影响力。

广东万顷洋园艺世界内水网

密布、地势平坦，西伯利亚南下干

燥的冷气团一到南方便让人感到

刺骨的寒冷。 正是这种得天独厚

的天时地利， 加之明显的昼夜温

差， 让万顷洋成了适合种植花卉

的地方，这里生产的花朵肥厚、饱

满、色泽艳丽。

园区内， 萍博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8 亩的温室大棚内一番热火

朝天的景象， 十万颗花卉正等着

装盆。 穿着牛仔套装的 90 后的小

伙子梁鹏穿行在鲜花之中， 忙碌

间不时抬起头看着眼前红泱泱一

片的花卉，丰收让他喜不自禁。

今年这是梁鹏来里水创业的

第三年， 与从事这行业大多数 70

后、80 后不同的是，“90 后”成为他

在园区内极具代表性的标签。 早

在 2008 年， 梁鹏初中毕业后便一

头扎进了花卉种植业， 在全国多

地的农业公司学习先进经验，多

方摸索和比较之后， 与 2016 年来

到里水， 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花农

老板。

“以前刚起步，规模小，还要

请员工，经常入不敷出，凡事都要

亲力亲为，饭都吃不上。 这边的设

施也更加完善，技术水平上来了，

平时花卉的照料只需两名工人就

能搞定， 现在觉得做这行还是蛮

轻松的。 ”创业 8 年的梁鹏，从刚

开始的两万颗的规模到现在的十

几万颗，年销售额两三百万元。 更

让他欣喜的是， 今年花卉价格上

来了，每颗批发价到了 30 元，花圃

里一半的花卉已被订购， 眼下正

忙着装盆发货。 摆在他眼前的，是

如花朵一样红火的生意以及充满

可能性的未来。

为什么选择里水万顷洋，梁

鹏表示现在花卉价格逐年下跌，

原来每盆四五十元， 现在降到二

三十元，利润空间下降了，必须走

上规模化的道路。 广东万顷洋园

艺世界作为一个创业孵化平台，

便宜的土地租金， 成了像梁鹏这

样的创业青年不二的选择。

“作为一个 90 后的创业者，两

百多万元的前期投资哪儿找去，

你觉得我能拿出来吗？ ”梁鹏指着

两年前建好的温室大棚告诉记

者，以前融资还是比较困难的，因

为没有资产抵押，很难贷款。 园区

急人之所急提供了担保， 梁鹏也

因此顺利贷款了 70 万元， 分担了

不少的压力。 此外，万顷洋花卉产

业集中，易于形成品牌效应，抱团

发展要比单打独斗强， 同时更能

吸引客商前来采购。

泥土芬芳，孕育了90后的“花样事业”

里水万顷洋的花卉产业从无到

有， 从靠天吃饭的露天农田到现在技

术先进的设施农业， 广东万顷洋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游榜町见证了这

华丽的蜕变。 1994 年从四川农业大学

毕业后， 便被分配到当地学校教生物

课。两年后，游榜町却毅然决然南下来

到南海，决定利用自身所学干一番“花

样事业”。

上世纪 90 年代，正逢花卉业迅速

发展的良好时期， 许多港台花卉企业

来大陆投资， 当地政府也大力扶持花

卉业发展。 花卉早期还被界定为奢饰

品， 越来越亲民的价格让其走进了千

家万户， 为人们生活品质增添自然色

彩，花卉市场前景看好。当时正值万顷

洋所在的园区在招商， 游榜町跟着里

水镇政府的步伐， 便投身进入万顷洋

的建设改造中去。

当时，本地花农还是以散户为主，

以台湾花卉企业为龙头。 到了 2008、

2009 年土地价格上涨，花农承担不了

高昂的地租，无法盈利，如何为花农提

供一块土地租金不高， 专门用于种植

花卉的土地成为了当务之急， 在里水

镇政府的牵头下 2009 年广东万顷洋

园艺世界应运而生。

同年， 南海区就财政安排财政资

金 2450 万元，扶持优质高值花卉生产

和水产种苗繁育的设施建设， 计划发

展 1000 亩以上的花卉温室大棚，区财

政给予大棚 2 万元/亩的一次性补贴。

同时，设立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的“农

业贷款信用担保专项资金”，首期投入

了 1000 万元的农业贷款信用担保专

项资金。 还对符合条件的借款人提供

贷款利息补贴， 降低农业贷款利率水

平，减轻农业融资成本负担。

目前， 广东万顷洋园艺世界正在

探索和建立在政府引导下的龙头企业

带动的“7+1”经营模式，并重点开展

农业会展、农业创业孵化服务，农户融

资服务等产业服务， 优化当地产业结

构，提升农业发展水平。广东万顷洋园

艺世界作为一个创业孵化平台， 吸引

创业团队租赁入驻， 让创业团队充分

利用园区的信息、物流、电商等资源，

做大做强里水花卉产业。 据不完全统

计， 园区协助花农成功申请可享受贴

息的创业贷款达 400 多万元、 农业担

保贷款达 220 多万元， 直接受益农户

达 39 户。 而在创新创业方面，万顷洋

入孵企业 80 多家，进驻单位使用面积

500 亩，带动就业 347 人。

便捷的交通更是让万顷洋的鲜花

走出国门。万顷洋地处广佛交界，邻接

广州和佛山, 周边的高速和城市道路

纵横交错，距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30 多

公里，到广州火车站、三山集装箱港和

平洲客运港仅需 20 分钟车程，北江支

流与广州直接通航， 水陆交通方便快

捷，货物进出口畅顺。 如今来自日本、

荷兰、丹麦、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及国内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花卉及相

关企业 220 多家在园区设立花卉生

产、研发、销售机构，年交易额近 10 亿

元， 带动 2700 多户花农有效增收致

富。

可喜的是， 万顷洋蝴蝶兰的产量

已经达到广东省的一半， 占全国产量

的25%，基础很牢固。 未来，万顷洋园

区将打造占地3000亩的中国最大的兰

花基地， 建设蝴蝶兰专业销售电商平

台与现代花卉物流体系， 做强做大蝴

蝶兰产业， 里水国际兰花展也将指日

可待。

从无到有，水漫之地破土而出10亿产值花卉王国

昨日， 南海区里水镇第八届百合

花文化节在里水和顺万顷洋现代农业

示范区内正式开幕，活动将从 1 月 17

日至 24 日期间免费对外开放，数十万

株百合花、蝴蝶兰、玫瑰以各式各样的

造型等待游客的到来。

记者了解到， 此次百合花文化节

以“梦里水乡百合飘香”为主题，围绕

“乡村振兴”和“我爱里水”两条主线，

一共设立了十多个展览分区， 以花为

媒， 让游客可以充分感受到里水独特

的水乡风情、乡村旅游发展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佛山南海区

连片乡村振兴先行区， 里水也明确未

来将从“点线面”

（ 三个层面）

全方位入

手，实现“点上出彩、线上成景、面上开

花”，从而将里水建设成“田园、公园、

家园” 三园合一的南海区连片乡村振

兴先行区和粤港澳大湾区最美岭南水

乡。南海区南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黎妍表示， 文化节的设置结合里水乡

村振兴的发展规划和未来蓝图， 让市

民和游客看到里水即将发生的变化，

也会对里水的未来更加期待。

里水镇第八届百合花文化节昨日开幕

相关链接

创业青年梁鹏。

广东万顷

洋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

游榜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