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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产绿色中药”品牌敲开群众致富门
何君林

云阳县龙角镇兰坪村漫山皇菊迎风盛开 ，当地土家
村民忙着采收菊花。

本报记者

近日，
重庆市农委相关领导一行到涪陵专
题调研中药材产业发展情况，
表示将大力支持
中药材产业发展，并就相关工作提出具体要
求。据悉，
今年以来，
涪陵区有效推进特色效
益农业产业发展，
确定了以中药材为主的农业
产业体系，
并计划到 2020 年建成 20 万亩中药
材基地。这，
只是我市推动中药材产业振兴发
展的一道剪影。
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中药材产业振
兴战略，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遵循“稳
成熟、强成长、拓现代”的分类指导原则，根
据道地好种、市场容量、企业需求等因素综
合考虑，重点做强川党参、黄连、天麻、太白
贝母等渝产道地中药材大品种，打造“渝产
绿色中药”
品牌。

引导帮扶 种植中药材脱贫致富

依托基地 壮大中药材种植规模

融合发展 打造中药材全产业链

“如果没有政府的引导帮扶，我不可能想到
种药材，
也就看不到脱贫致富的希望。
”
家住城口
县河鱼乡畜牧村的李中田，
每天都在自己的药材
地里忙活，
虽然很辛苦，
但心头却是乐滋滋的。
据了解，李中田因残疾丧失部分劳动力，造
成家里贫困，2014 年被评为建卡贫困户。在此
情况下，当地政府精准实施产业扶贫到户，引导
帮助他发展种植中药材。目前，李中田种植了
2 亩重楼，预计今年底可收入 6 万元，将彻底甩
掉
“贫困户”
帽子。
近年来，河鱼乡党委、政府以实现贫困户产
业多样化、
规模化、
产业化为目标，
通过
“政府+企
业+农户”
的产业发展机制，
统一引种供种、统一
技术服务、
统一销售、
分户管理的
“三统一分”
发展
模式，
初步建立起重楼种子供应、
技术服务、
农户
种植、
市场交易到物流配送的产业链。
“目前，
我们
全乡发展重楼产业的有200余户，
涵盖40%的建
卡贫困户，
总种植面积达300亩，
预计亩产量达到
1400 斤。
”
河鱼乡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
该乡
将进一步扩大中药材产业种植规模，
努力让更多
的贫困家庭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质量，尽早实现
脱贫致富奔小康。
在我市的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种植发展
中药材已成为重要的扶贫产业，并形成遍地开
花之势。从区县到镇乡，从村组到合作社，都把
发展种植中药材产业，作为引领带动贫困群众
增收致富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盛夏时节，走进重庆市酉阳县腴地乡酉阳
县恒佳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中药材种植基
地，遍布山坡的 2000 亩中药材长势喜人，正在
基地忙碌的村民从施肥到除草、浇水，大家分工
协作，
忙而不乱，
营造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近年来，酉阳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充
分发挥地理优势，通过采取“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发展模式，大力推广中药材种植。目前，
酉阳县共有 45 家中药材种植公司，专业合作社
达 287 家，
惠及群众 2.9 万人。
在城口县，近年政府围绕建设重庆市最大
中药材种植基地，通过扩大基地规模、壮大市
场主体等，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全县中药
材种植面积达到 35 万亩，产量达到 5 万吨；引
进和培育从事中药材种植的龙头企业 7 家，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达 到 76 家 ，建 成 药 材 基 地 41
个，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 5 个；与广药集团潘
高 寿 药 业 合 资 建 设 全 国 最 大 川 贝 母 基 地 ，并
成功建成西南地区首个成规模的紫菀种植基
地 600 余亩，成功打造西南地区最大南苍术中
药材种植基地 2200 余亩。
目前，我市正按照《中药材产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与布局》要求，全力推动“大企业”
“大
品种”
“ 大基地”联动，由大企业带动，调整中药
材种植结构，加大良种繁育和规范化生产技术
研究，建设道地药材、大宗药材和濒危药材种
植基地。

在渝北区大盛镇顺龙村，重庆烂棚鹏农业发
展股份合作社的 6500 袋赤灵芝预计产量为 1300
斤，产值将达到 40 万元左右。据悉，这是渝北区
首个中药材灵芝种植基地，采用林下仿野生栽种
和大棚种植两种方法，其中仿野生栽种就是模拟
野生灵芝的生长环境，将灵芝菌种接在青冈木上，
待菌丝长满青冈木后再种植在林下。
“我们合作社位于海拔 500 米左右的大坡林地
里，
昼夜温差大，
夏季最高温度为 28℃，
空气湿度为
70%～90%，
非常适合灵芝生长。合作社基地种植
的赤灵芝，
一年可以采摘两季。
”
重庆烂棚鹏农业发
展股份合作社负责人表示，
合作社还将进一步扩大
种植规模，
大规模培育药用、食用灵芝和盆景灵芝，
并收集孢子粉，
努力实现经济价值最大化。
据了解，近年来，发展中药材产业过程中，渝
北区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导向、企业主体、科技支
撑”的指导思想，积极探索出以药食两用、观花休
闲品种为主，培育石斛、百合为优势品种，黄精、黄
栀子为特色品种的中药材产业发展路径，并结合
各镇乡村旅游特色，打造 4—6 月石斛、4—5 月白
芨和 5—6 月栀子赏花节。
未来几年，围绕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重庆市
将加快中药材商品化基地、良种繁育及新技术试
验示范基地建设，推动初加工、仓储或电商示范基
地建设，并推进产业融合，以药食两用和药用花卉
品种为重点，依托风景名胜区、城市郊区建设一批
具有中医药特色的休闲观光养生园。

我国设立
“中国农民丰收节”
新华社北京 6 月 21 日电 （记者董峻 张弛）经
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 2018 年起我国将每年
农历秋分设立为
“中国农民丰收节”
。
21 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国务院新闻办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相关情况。
韩长赋说，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第一个在国家
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设立这一节日将进一步
强化“三农”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地
位，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凝聚爱农支农的强
大力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促进农业农村加
快发展。
韩长赋表示，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利于提
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举办一
系列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农耕文化和民俗活
动，可以丰富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展示新时代
新农民的精神风貌。
他说，我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各地收获的时
节有所不同，但多数地方都在秋季，秋收作物是大

头。兼顾南北方把秋分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便
于城乡群众、农民群众参与，
也利于展示农业的丰收
成果，
包括科技成果和农民的创造，
具有鲜明的农事
特点。
韩长赋说，
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
结合当地的民
俗文化、农时农事，
组织开展好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活动，做到天南地北、精彩纷呈。办好“中国农民丰
收节”既要有节日的仪式感，又要避免铺张浪费，形
成上下联动、多地呼应、节俭朴素、欢庆热烈的全国
性节日氛围。支持鼓励农民开展与生产生活生态相
关的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农民成为节日的主角，
农民
的节日农民乐。
他还表示，
“中国农民丰收节”既是农民的节日
也向其他社会群体开放，
要用开放思维办节日，
组织
开展亿万农民庆丰收、成果展示晒丰收、社会各界话
丰收、全民参与享丰收、电商促销助丰收等各具特色
的活动，办成农业的嘉年华、农民的欢乐节、丰收的
成果展、文化的大舞台。

动态

水稻种植 科技先行
本报讯 （通讯员 涂银燕）涂市镇是酉阳县三大优
质米生产基地之一。为进一步推动水稻种植的创新发
展，为涂市镇水稻种植搭建技术交流平台，2013 年，涂
市镇成立了水稻种植专业技术协会。
以打造绿色水稻，
发展绿色食品为发展目标，
协会
紧紧依托科技的力量发展现代水稻种植。为破解水稻
病虫害的难题，今年 4 月协会建立了水稻虫情监测站，
借助先进设备科学检测水稻虫情。据了解，该水稻虫
情测报仪可监测到 800 米内的水稻虫情，能为水稻治
虫提供科学的依据。
“协会主要以抓种子的投入、
农药的投入、
肥料的投
入为突破口，
注重绿色安全，
提升水稻质量。
”
涂市镇水
稻种植专业技术协会会长杨万才说，
“此外，
为打造绿色
产品，
我们每年都要组织农民进行两次培训，
一次在春
季，
一次在夏季。通过发放技术资料和进行技术指导，
逐步提高农民的种植技术。
”
日前，
笔者从涂市镇水稻种
植专业技术协会了解到，该协会绿色食品检测已经通
过，
36 个指标全部合格，
26 个农药残留指标未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