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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农业农村
局袁花农韦显辉步频加快遥 野听说政府要
帮助我们在网上卖花袁 还要给我们做培
训袁我赶紧过来看看遥 冶这段时间袁广州白
云区尧 佛山南海区里水镇等地 野云上花
市冶 的销售渐入佳境袁 让韦显辉跃跃欲
试遥

过去一年袁数字化尧信息化手段为科
学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尧复工复产尧民生保
障等提供了有力支撑遥 在广东袁徐闻菠萝
在网络营销的帮助下内外销并举袁 创造
销售佳绩曰 电商平台上袁 市县长直播助
农袁 介绍本地名特优农产品和非遗衍生
品噎噎可以说袁红红火火的野云上花市冶袁
也是数字助农在新春佳节里的又一次尝
试遥

更进一步看袁 从数字助农到智慧兴
农袁 数字红利是实现乡村振兴亟须激活
的宝贵资源遥 记者在阳江市阳西县程村
镇红光村采访时发现袁秧苗尧蔬菜尧果树
在温度尧湿度尧土质传感器的监测下茁壮
成长袁 一旦数据异常或者摄像头捕捉到
病虫害蔓延袁就会启动灌溉尧施肥设施加
快工作程序袁 指挥无人机按照定位喷洒
无公害杀虫剂曰采收后的稻谷尧蔬菜尧水
果直接上架电商平台袁 消费者用手机下
单前袁既能通过直播看到销售信息袁也能
回看作物成长过程中的视频片段曰 产品
到手后袁扫一扫二维码袁品种尧产地尧检测
报告等都一目了然噎噎在田间地头袁在
乡村田野袁 农业数字技术为乡村振兴画
卷增添了智慧的亮色遥

由此而言袁在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袁数字农业尧
乡村信息化不是简单的电商下乡袁 让农民网购物美价
廉的消费品曰也不会停留在直播带货本地农产品袁而是
由数字化尧 信息化全方位赋能农业生产方式和乡村生
活方式遥 在这里袁除了高标准农田尧现代水利设施尧受过
技术培训的专业农民以外袁 数字基础设施及各种互联
互通的信息化应用袁也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遥

实现乡村振兴袁必须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尧农村全面
进步尧农民全面发展袁建立全域覆盖尧普惠共享尧城乡一
体的基础设施服务网络遥 例如袁5G 新基建应延伸到农
村尧农业袁补齐农村基础设施这个短板曰工业互联网中的
各项技术和应用袁也可以加快向农业转化落地遥此外袁还
应加大培训力度袁培养更多爱农业尧懂技术尧善经营的新
型职业农民遥 只有插上信息化的翅膀袁将数字红利转化
为发展红利袁才能发展农业尧造福农村尧富裕农民遥

云端线上袁花团锦簇遥野云上花市冶折射出数字化尧信
息化对乡村振兴的深远影响遥 让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袁
承载乡村发展的泥土气尧接上百姓生活的烟火气袁我们
就一定能更好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遥

贺林平

连 日 来 袁
日东乡炉坑村
450 多亩 的 油
菜 花 竞 相 开
放袁 进入了最
佳观赏期遥 金
黄色的花海与
不远处的果蔬
田园袁 构成了
一幅恬静美丽
的 春 日 画 卷 袁
引得许多游客
前来打卡遥 图
为游客在油菜
花基地拍照留
念遥
本报记者崔晓燕摄

绵延成片的脐橙园袁鸭声鼎沸的蛋
鸭场袁瓜红果绿的蔬菜大棚噎噎春节刚
过袁走进叶坪乡广袤乡村袁只见风景秀美
如画袁居民安居乐业袁到处是一派生机勃
勃景象遥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袁叶坪乡始
终坚持把发展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根
本之策袁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
的根本出路袁不断补齐短板袁创新利益联
结机制袁有力地夯实了脱贫基础袁提高了
脱贫成色袁带动了广大群众持续稳定增
收遥

挖掘优势 补齐短板
野今年茄子批发价都有 4 元以上袁一

亩地可以实现纯收入 3 万元以上遥 冶2 月
23 日袁趁着明媚的春光袁叶坪乡山岐村
村民黄小全在自家的蔬菜大棚给茄子
疏枝袁看到记者到来袁他热情地介绍遥

过去袁山岐村因为基础设施投入不
足袁耕作条件有限袁大部分年轻村民外出

谋生袁村里只留下老人小孩袁大片土地因
为劳力不足而荒芜遥

产业扶贫是最直接尧最有效的办法遥
近年来袁山岐村紧紧围绕丰富的土地资
源做文章袁把大片的良田集中流转过来袁
通过争资争项尧用活用好上级各项扶持
政策等袁持续加大水尧电尧路等基础设施
投入袁 建设了 1000 余亩高标准蔬菜大
棚遥 通过引进实力企业示范带动袁 把蔬
菜大棚再分包的方式袁引导村民发展蔬
菜种植袁一大批村民因此增收致富遥

山岐村的蔬菜产业只是叶坪乡产
业扶贫的一个缩影遥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袁叶坪乡不断挖掘特色优势资源袁全面
推进农业产业提档升级袁完善了田坞尧山
岐现代农业野半小时经济圈冶基础设施袁
建设了农产品质量检测检疫中心和农
产品交易中心袁形成蔬菜尧脐橙尧生猪尧蛋
鸡尧黄金鱼尧白莲尧特色水果尧旅游产业等
产值亿级产业袁全力打造叶坪黄金鱼尧仰
山淮山尧陂坞茄子等特色品牌袁实现农业

产业既有野链冶尧又有野品冶袁全乡农业产业
多点开花袁竞吐芬芳的良好局面遥

创新机制 扶贫助农
野我在合作社的加工厂务工袁一个月

有 6000 左右的收入遥冶近日袁叶坪乡脚陂
村村民温庆祝向记者介绍说遥

叶坪乡合龙脐橙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07 年袁是一家集脐橙生产尧加工尧销售
于一体的新型经济合作组织袁 目前拥有
脐橙 4500 余亩遥 近年来袁该合作社积极
发挥自身优势袁逐步由小而散向野企业+
基地+合作社+农户冶的现代农业发展方
式转型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袁通过优先吸
纳贫困劳动力就业袁 向所有贫困劳动力
增加 10 元每天的工资待遇袁为广农户免
费提供市场信息尧技能培训等方式袁带动
周边群众发展脐橙种植袁 在实现自身产
业发展水平和效益不断提升的同时袁也
成为引领群众持续增收的龙头企业遥

野合作社的健康发展也增强了自身

扶贫助农的能力遥 冶 该合作社负责人黄
小红介绍说袁目前袁有 81 户贫困户通过
土地入股等形式成为合作社的股东袁每
年从合作社获取分红袁有 20 余名贫困群
众常年在合作社务工袁在家门口实现了
稳定就业遥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袁 叶坪乡提出
野片区发展尧板块互动尧先行先试尧整体推
进冶的发展理念袁不断探索巩固脱贫成效
新举措袁让每个贫困群众都实现脱贫稳定
可持续遥 在叶坪乡大胜村探索野党支部+
合作社+基地+贫困户冶运营新模式袁新建
450 亩脐橙园袁集体资产折股量化给贫困
户袁现在全村 289 名贫困人口每年都至少
能享受 1000 元以上的产业扶贫野分红冶收
益遥 在叶坪乡合龙村袁建成全省最大的光
伏扶贫电站袁 完善光伏扶贫收益分配模
式袁 链接全市 1.12 万户贫困户实现户均
增收 3000 元以上噎噎正因如此袁 一大批
贫困户从不断发展的农业产业中获益袁实
现了脱贫摘帽尧增收致富遥

本报讯 渊记者刘俊良冤野与我
以前在其他地方办理营业执照相
比袁今天可以称得上是耶秒办爷遥瑞
金的行政审批效率确实很高遥冶日
前袁 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好营
业执照的陈先生对我市特事特办
的审批效率连连称赞遥

行政审批是政务服务的窗
口遥近年来袁市行政审批局紧紧围
绕野五型冶政府建设和打造野四最冶
营商环境目标要求袁 对照我市降
成本优环境工作要点袁 大力开展
野降低企业成本 优化营商环境冶
专项活动袁推行野一站式冶行政审
批服务袁 获得了广大群众和企业
的点赞遥

打造 野一站式冶 便民服务平
台遥按照野应进必进冶原则袁推动事
项进驻政务服务中心遥截至目前袁

市政务服务中心共进驻了 491 项
渊其中进驻单位 333 项袁行政审批
局 158 项冤袁占全市依申请类政务
服务事项 719 项的 68.2%袁为最终
实现野进一扇门尧办成一揽子事冶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遥

持续深化 野最多跑一次冶改
革遥截止目前袁市本级行政许可和
公共服务事项共有 719 项袁 跑一
次办结的共有 580 项袁 一次不用
跑 共 有 78 项 袁 占 总 事 项 的
91.52%遥 梳理公布 100 个高频事
项实现野最多跑一次冶遥

创优服务方式遥 设立企业服
务专窗袁 为企业办事开辟了绿色
通道袁推行一对一专办尧上门代办
等服务机制袁 赢得了园区企业的
充分认可遥 对经开区企业办理土
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不动产登

记业务开通绿色通道窗口袁 对符
合登记条件的实行 8 小时办结
制袁 切实为企业提供高效优质服
务遥

完善错时延时服务机制遥为
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和水平 袁打
造政策最优尧成本最低尧服务最
好尧办事最快的 野四最 冶营商环
境袁 该局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开
始开展了错时延时服务袁 其中
延 时服 务 共涉 及 11 个 进 驻 单
位袁事项 219 项袁开设了 24 个窗
口袁安排三十多名工作人员遥 针
对高频多办事项组织各服务窗
口在工作日午休时段为办事企
业和群众提供错时服务袁 在双
休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提供延
时服务 袁实现了 野全天候 冶办事
的目标遥

奏响产业富民曲
要要要来自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叶坪乡的报道之二

阴本报记者刘俊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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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局院

“一站式”行政审批服务便民惠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