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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区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何君林

通讯员 张灿

深冬时节，走进荣昌区农村，抬眼
望去，只见农村公路、人行便道纵横交
错，产业基地蓬蓬勃勃，新村院舍错落
有致……这一切，无不诉说着现代农
业的发展激情，呈现出美丽乡村的喜
人景象。
2018 年以来，荣昌区创新驱动农
业农村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
件精神，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
手，
以脱贫攻坚为统揽，
坚持质量兴农、
绿色兴农、品牌强农，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
激情唱响新时代的
“田园之歌”
。

实施
“五大工程”
建设试点示范美丽乡村
荣昌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区农委发挥统筹抓总作用，对标对表
“五个振兴”，积极组织实施“五大工
程”建设，即：交通便捷工程、产业振兴
工程、人才组织工程、乡村文明工程、
青山绿水工程。
据了解，为组织实施交通便捷工
程，制订了《
“四好农村路”实施方案》
和《农村人行便道建设方案》。同时，
围绕农业“接二连三”发展，出台《荣昌
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实施方案》，突出
抓好“荣昌猪”主导产业，以及与陶器、
夏布、折扇三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
关联产业，从产加销一体化着手，调整
优化产业结构，形成“1+3+N”产业体
系。2018 年，吴家镇双流村成功获批
全国第八批“一村一品”示范村，河包
镇成为首批全国产业强镇示范镇。
荣昌区制订出台《荣昌区乡村人才
振兴十四条》
《荣昌区组织振兴十六条》，
鼓励各路人才
“上山下乡”
，
强化基层组
织建设；
制订出台《荣昌区推动乡村文化
振兴工作方案》，
营造新时代文明乡风；
制订《
“五沿”
区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
施方案》，
以点带面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2018 年以来，立足乡村振兴，荣昌
区还深入开展美丽乡村试点示范。
据了解，该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大力发展美丽经济，提升现有 30
个市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水平。
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差异发展，
探索不同类型、不同特点、不同发展水
平的建设路径，推动形成一批农业产
业结构、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与农业资
源环境相互协调的建设模式。
同时，
大力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将现代产业发展理念和组织
方式引入农业，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
链，
提高附加值。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精品工程，
重点打造万灵山旅游度
假区、清流民俗风情小镇、安陶小镇、清
升镇古佛山、仁义镇香草汇等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基地。实施农产品加工业
提升行动，
支持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完善保鲜、储藏、分级、包装等初加工设
施，
鼓励企业提升精深加工水平。
此外，注重农业资源保护，开展农
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国控例行监测
点位踏勘、调整和采样送检等工作，持
续开展打击非法捕捞专项行动，加强
禁渔期监督检查。加强农业面源污染
及水产污染治理，制订化肥农药零增
长行动工作方案，对全区 5 亩以上 685
口养殖鱼塘进行摸底排查，并进行水
质检测、污染治理等工作，全区水产养
殖环境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荣昌区庆祝首届
“中国农民丰收节”。
据荣昌区农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9 年，该区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继续抓好“五大工程”建设。并分
类分层次推进试验示范镇村建设，对
区级乡村振兴示范镇村各项任务详细
分解，
实行项目化管理、表格化推进。

提振特色效益农业
实施品牌提升行动
近年来，
荣昌区大力推动特色效益农
业提振发展，
统筹推进农业产业园区建
设，
聚集各类资金、
科技、
人才、
项目等要
素，
推动5个市级农业园区成为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平台。2018 年，
荣
昌区还积极启动了
“两区”
划定工作，
水稻
生产功能区25万亩，
已划定3万亩。
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是发展现代
农业的必然要求。
荣昌区着力强化特色效益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建设，健全“农科教、产学
研”一体化农技推广体系，培育发展农
业科技示范基地和示范主体。2018 年
推广应用主导品种和技术 45 个，古昌
台农园获批市级农业科技园区。目
前，已完成 300 个益农信息社的建设及
验收，其中 3 个益农信息社获全国益农
信息社百佳案例。
为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
荣昌区大
力推广大中型、高效率、多性能农机具，
不断优化农机装备结构，
重点加强水稻
全程机械化、
油菜高粱轻简化栽培、
土地
深松整地及宜机化改造等农机化技术的
推广应用。同时，
积极培训农机技能人
才，
加大实施土地宜机化整理整治，
加强
高标准农田建设；
并狠抓农业机械的安
全监理，
扎实开展隐患排查与治理，
强化
农用车驾驶员安全生产教育。
实施品牌战略是振兴特色农业的
必由之路。
荣昌区始终坚持农业品牌化之
路，把培育创建品牌、培育精品农业作
为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有效途径，不
断提升荣昌农业和农产品的美誉度，
让消费者吃得放心、用得健康，让农业
增效和农民增收。
2018 年以来，荣昌区积极实施品
牌提升行动，
全力打造
“香海棠”
公共品
牌，
推进荣昌猪、荣昌白鹅、盘龙生姜国
家
“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
建设，
完成授
权 10 家企业使用
“香海棠”
品牌。同时，
强化“三品一标”认证管理，完善“三品
一标”奖励补助政策，建立“三品一标”
认证及退出通报制度，
严格认证准入条

件，加强证后监管。全区有效期内“三
品一标”认证总数达 198 个、重庆市名
牌农产品达 26 个，
“三品一标”
产品抽检
合格率保持在 98%以上。
为捍卫田间，守护舌尖，荣昌区切
实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严格投
入品使用监管，
全面推行限制使用农药
定点经营和实名购买，实行限额管理。
全力推进农药经营许可证的集中申请
核发工作，
对申请办证的经营主体逐个
核查，
对达不到规定经营条件的经销商
坚决予以取缔，
确保
“农药”
源头管控工
作更具实效。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管理，
67 个企业在平台注册。
据介绍，2018 年以来，荣昌区农委
对全区3个农资生产企业、
408个农资经
营门点、32 个集贸市场、22 个农产品生
产基地进行多次全面检查，
通过抽样、
处
罚等手段，
责令当事人对不合格产品实
施召回，
有力地保证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扎实开展脱贫攻坚
为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荣昌
区全面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积极探索
农民利益联结共享。
该区稳妥推进农村“三变”改革，
以盘活农村闲置资产为主线，狠抓确
权清产、主导产业、培育主体三个关
键，在清江镇河中村积极探索“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
试点，以确权到人、发证到户的方式让
近 3000 名村民成为集体经济组织股
东，预计 2018 年人均可分红 50 余元，
集体组织预计增收 10 万元，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加 1770 元。
同时，
荣昌区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支持发展家庭农场、农民专业
合作社、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加快建设知识型、
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者队伍，累计
培育市级龙头企业 16 家、区级 43 家，
农

民合作社 521 家。同时，推进财政补助
资金股权化改革，
最大限度发挥财政资
金的杠杆作用；
培育多元化农业服务主
体，重点协调解决耕、种、收、防及烘干
等机械化作业问题，
全区社会化服务组
织已发展到近 60 家，
粮油种植大户 125
家，
粮油规模经营面积近 3 万亩。
荣昌区还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通过进一步核实集体资产，
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方案为成
员配置了股份。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在 45 个村（社区）开展试点，通过探
索物业经营型、社会化服务型、特色产
业型、股份合作型等不同实现形式，促
进村级集体发展壮大，试点工作入选
中央党校教学案例。加强农村集体资
产监督管理，每季度末及季末次月，都
对农村三资平台进行检查督促，查看
各村社区的账务进度，对发现不及时
或账务不规范的社区，及时进行督促
和指导，对核不及时、代理中心银行未
核销等情况专门制发工作通报。
“2019 年，我们将持续推进农业农
村改革，
重点实施
‘三变’
改革、
农村集体
资产量化确权、承包地
‘三权分置’
等工
作，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
荣昌区农委相
关负责人说。同时，
相关负责人还表示，
他们将全力做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
工作，
全面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启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工作，
继续推进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工作。
又美又富，才是新农村。为提升
农民幸福指数，促进农民群众脱贫致
富奔小康，荣昌区扎实开展脱贫攻坚，
全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据介绍，荣昌区现有市级脱贫村
12 个，脱贫户 6135 户 19471 人，贫困
户 901 户 2384 人，2018 年实现 332 户
813 人脱贫。该区通过强化因村因户
因人施策、培养高素质脱贫攻坚干部
队伍、常态化开展督导督查等措施，对
市级反馈、全区排查发现的 8 类 22 个
问题，
2018 年 12 月底全部
“清零”
。
2018 年以来，
荣昌区设立健康扶贫
医疗基金463万元，
实施贫困户危旧房改
造1365户，
对丧失劳动能力、
无法通过产
业等措施实现脱贫的2891人纳入兜底保
障范围。组建 12 个驻村工作队，
每个工
作队确保 3 名干部驻村，
选派 2569 名机
关干部开展到户帮扶。组建3个督查组，
对 21 个镇街和有关部门进行督查，
对违
纪违规和不作为、慢作为等行为严厉查
处。通过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
切实让农
村贫困群众分享到发展成果。
农业是基础，
农村是根本。深入推
进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
围绕国家现代
农业示范区和国家高新区建设，
大力发
展特色效益农业，进一步优化产业结
构，促进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2019 年，
荣昌区农业农村发展定将迈出
新步伐，
踏出新节奏，
取得新成果。

新型
职业农
民参加
培育生
姜培训
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