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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宣汉院

“农业垣”助推乡村振兴
近年来袁四川宣汉县按照野产业兴
旺尧生态宜居尧乡风文明尧治理有效尧生
活富裕冶的总目标袁积极探索创新野农
业垣冶模式袁大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袁延长产业链袁提升价值链袁为乡村振
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袁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遥
野农业垣旅游冶院
打造乡村振兴野新引擎冶
走进巴山大峡谷罗盘顶袁只见满山
长满郁郁葱葱的天麻尧 云木香等药材遥
野我们村云木香年产量近 600 吨袁 约占
全国 10豫袁 仅这一项袁 人均收入超万
元遥 冶龙泉土家族乡罗盘村党支部书记
李永太自豪地说遥
近年来袁位于宣汉县境内的巴山大
峡谷景区迎来飞跃式发展袁也给村民们
带来了更多机会遥
山区变景区袁土产变特产袁民房变
客房噎噎通过不断挖掘自身资源袁宣汉
县走出一条野农业垣旅游冶的乡村振兴之
路遥
依托野牛尧药尧果尧茶尧菌冶五大特
色产业袁加快休闲农业尧美丽新村尧乡
村旅游规划野三规合一冶袁开拓旅游观
光采摘尧农耕体验等不同层次功能项
目袁使农业劳动变成休闲运动尧农产
品变成旅游商品尧农村劳动力变成旅
游从业者袁带动了当地社会经济转型
发展遥
截至 2020 年底袁 该县共接待游客
1169 万人次袁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00.3
亿元遥 其中袁巴山大峡谷文旅扶贫景区
累计接待游客 100.01 万人次袁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约 5.55 亿元遥

野农业垣电商冶院
迸发乡村振兴野新活力冶
野放下锄头袁拿起鼠标浴 冶走进庙安
镇洞子村袁记者看到不少果农运用互联
网袁从线下走到线上袁依托网络市场袁把
脆红李远销到北京尧重庆尧西安尧上海等
市场袁促进农民增收致富遥
提起电商袁尝到甜头的洞子村村民
王金香袁抑不住内心的喜悦袁野我家发展
脆红李 8 余亩袁 栽种脆李树 400 多棵袁
通过网络销售袁收入了 6 万余元遥 冶
据庙安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胡忠
介绍袁该村积极推进野支部垣电商垣专业
合作社垣果农冶模式袁创建庙安水果电子
商务平台袁不断拓宽销售渠道袁激发乡
村振兴新活力遥 同时袁村民们还将自家
的土鸡蛋尧咸菜尧土豆等土特产品送到
城市居民的餐桌上遥
近年来袁 该县创新发展 野农业垣电
商冶智慧农业袁积极推进野互联网垣冶行
动袁建立完善县尧乡尧村三级电子商务运
营服务网络袁加强农村基层电商网点和
物流配送网点建设袁力争每年实现农产
品网上交易 0.9 亿元以上遥
野农业垣康养冶院
激活乡村振兴野新动能冶
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袁达州市铭远
生态林业公司在茶河镇钟坪村流转林
地 6730 亩袁按照野一核引领尧多元联动冶
的经营发展思路袁创办一家从事蜀汉林
猪林下放养尧 麟焕梅花鹿林下放养尧产
品研发尧深加工袁种植水果尧蔬菜尧中药
材以及乡村旅游尧餐饮服务等为一体的
综合型企业袁内设驯养繁育区尧休闲康
养区等多个功能区袁带动周边 100 余名

村民就业遥
近年来袁该县创新野农业垣康养冶模
式袁依托森林资源尧农村田园风光等袁加
快建设康养目的地和发展康养产业袁重
点打造五马林场国际森林运动康养度
假区尧茶河高峰岩铭远生态园尧白马印
盒山康养休闲园尧毛坝天坪脆李园等森
林康养示范点遥
野通过实施耶农业垣康养爷袁发展康养
农业袁全面推动健康农业与养生农业的
融合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袁激活
乡村振兴新动能遥 冶宣汉县农业农村局
主要负责人说遥
野农业垣文创冶院
注入乡村振兴野新灵魂冶
野赋予祠堂文化新内涵袁 增加农村
文化新活力遥 冶在君塘镇湾桥村袁村党支
部书记符纯祥指着一座焕然一新的古
建筑说遥 这是一座具有几百年历史的王
氏宗祠袁通过修缮袁与村庄发展规划融
为一体袁注入文化内涵袁和村里的古树尧
古桥尧古道完美交融袁成为一个饱含历
史的野原生态景区冶遥
如何依托湾桥村悠久的历史文化袁
将农业快速转型钥2020 年 5 月袁该村建立
宣汉县君塘镇湾桥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
社袁流转土地 1100 亩袁规模发展花椒产
业袁成功打造一个集采摘尧旅游尧文化创
意为一体的花椒园袁 破解村集体经济收
入袁让村民分享村集体发展带来的红利遥
通过有效治理袁该村促进荒山变金
山尧农区变景区尧冤家变亲家尧旧貌变新
颜噎噎提升群众幸福指数袁 让绿色尧和
谐尧小康的美丽乡村画卷徐徐展开遥
李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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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内黄县

大力推广“大蒜
模式
花生套种”
河南省内黄县高堤乡袁庄村是
2016 年整体脱贫的贫困村袁 为巩固
脱贫成果袁 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袁
2019 年以来袁 该村在乡党委政府的
引导支持下袁利用村里土质适合种植
大蒜和花生的优势袁大力推广野大蒜
花生套种冶模式遥 通过召开村民代表
大会宣传发动袁党员干部示范袁驻村
帮扶单位安阳市科技局免费提供病
虫害防治培训尧 化肥农资等服务袁并
与安阳工学院签订野大蒜套种花生轻
简高效栽培模式研究与示范冶项目合
同袁彻底解决了种植的技术难题和产
品销售的后顾之忧袁村民种植积极性
空前高涨袁当年就发展野大蒜花生套
种冶310 亩袁带动 130 户村民增收 124
万元袁成为该村及周边群众认可的产
业发展新模式遥
在取得前期成功的基础上袁袁庄
村又开始探索以 野大蒜花生套种冶模
式撬动野三变改革冶袁鼓励农民变土地
为股份袁 入股袁庄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袁该社作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与河
南省川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产
供销合同袁 由公司统一提供蒜种尧管
理及销售服务袁并与保险公司进行洽
谈投保袁确保村民实现种植效益最大
化和保障化遥村集体也可以根据销售
总量增加集体收入袁为村内基础设施
建设和公益事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遥
目前袁袁庄村正在签订野村民垣
集体经济合作社垣公司冶 三方合同袁
预计有 150 余户村民将通过野大蒜花
生套种冶实现增产增收遥 刘超 刘改艳

山东冠县

荩近年来袁云
南省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弥勒市弥
阳街道办事处农民
在种植业上依托城
郊结合部区位优
势袁 产业与乡村游
联动袁农旅结合袁种
植菊花成为一道田
园风光美景袁 促进
乡村旅游的同时助
力乡村振兴遥 图为
10 月 18 日袁 办事
处农民趁天晴在田
园采收丰收黄菊
花遥
普佳勇摄

调结构种秋梨
兴产业促振兴

荨近日袁 河南
杞县高阳镇团城村
农民正在给柿子装
筐遥 该村农民种植
柿子已有 100 多年
的历史袁 种植的柿
子品种好尧 含糖量
高尧淀粉少袁远销全
国各地袁每亩收入 1
万多元袁 柿子成为
当地农民的主导产
业之一遥 刘银忠摄

近年来袁山东省冠县梁堂镇积极
探索以党建为引领袁 以合作社为依
托袁调整产业结构袁发展特色种植业
的发展模式袁增加了村集体和农民的
收入袁促进产业兴旺袁助力乡村振兴遥
西里村离镇驻地和主干道较远袁
过去村民以种植小麦玉米等传统产
业为主袁由于是沙质土壤所以产量不
高遥 三年前袁梁堂镇倡导村民转变传
统种植模式袁发展适宜土质环境的特
色产业遥野通过村两委干部多方考察袁
发现秋月梨品种产量高尧 耐储存尧汁
多甘甜尧价格也高袁很适合村里种植袁
就由村两委干部尧党员带头袁改变群
众原有种植观念袁发展耶秋月梨爷种植
600 余亩遥 冶西里村党支部书记韩文
涛介绍说袁为进一步做大做优秋月梨
种植产业袁西里村从村集体收入中拿
出资金袁修建了一条 3 米宽 500 米长
的生产路袁便于水果运输袁让优质果
品从田间地头更快地运送到餐桌遥
冠县梁堂镇党委书记吴建雷说院
野在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上袁 我们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袁通过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采取资金入股尧 土地入股尧劳
动力入股等方式袁密切与农民群众的
利益联结袁密切与其他农业新型经营
主体的合作关系袁 整合零散资源袁形
成产业聚集袁 做大做强特色高效产
业袁让农民共享集体经济发展红利遥冶
沙元虎 沙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