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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县：
首届森林露营节11日开幕

炎炎夏日，避暑纳凉哪里去？笔者从忠县文化旅游委
获悉，忠县首届森林露营节暨大岭花果山采摘节将于6月
11日开幕。

大岭山平均海拔970米，距县城仅10余公里，是天然
的纳凉胜地。近两年来，忠县提出“黄金之恋·缤纷大岭”发
展规划，发展森林康养旅游，保护性开发和打造以佛耳岩为
核心的风景区。

目前，当地的栈道、木屋、廊亭、平台，牛头脑、佛耳岩、
燕窝岩等景点渐次成型，集休闲、探险、露营、康养、旅游等
为一体的乡村打卡地呼之欲出。届时，游客登临佛耳岩观
景台，眺远山，观云海，揽绿野，可将美景尽收眼底。

忠县融媒体中心 邓青春

綦江：
无人机统防统治病虫害

芒种时节，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綦江区赶水镇使用无
人机开展农业植保，不仅节省了农药的使用量，还实现了农
药喷施质量的稳定性和喷施过程的智能化。

6月4日，在赶水镇铁石垭村的柚子林，技术人员给两
台植保无人机配药装药。由于山地地形和劳动力缺失等原
因，数年来当地600余亩柚子一直处于无人管护的状态。
今年当地采用政府购买农田服务的方式，将柚子林交托于
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对柚子林进行统防统治。

“引进无人机飞防省工省时省农药。”现场作业的重庆
盈益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胡刚介绍，人工施药每人
每天约可施一亩左右，而无人机喷施，两台机器一天便可完
成一百余亩的柚子林施药工作，还可节约20-30%的药量。

綦江区从2017年开始推广无人机植保，今年上半年，
全区无人机植保已经完成3万余亩地的作业。

綦江融媒体中心 赵竹萱

奉节：
葡萄果园管护忙

近日，在奉节县青莲镇联合村隆享农业葡萄采摘观光
园内，葡萄树满身绿装，技术员林寿安穿梭园中进行管护。

这几天气温回升很快，葡萄正处于浆果期，新梢生长旺
盛，蒸发量大，所以要抓紧时间进行灌溉，补充水分和养分。

近年来，青莲镇坚持发展“多品种、小规模、高品质、好
价钱”的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在全镇发展葡萄、脆李、樱桃等
小水果产业，规模已达到一万亩。隆享葡萄采摘观光园是
青莲镇标准化栽培农业产业，也是隆享葡萄主题公园休闲
观光点之一。该园占地150亩，栽培名优生食早中晚熟葡
萄品种七个，预计今年产量将突破10万斤。

奉节融媒体中心 周海媚 向爱平

万盛绿水村：
黑皮鸡枞菌新鲜上市

近日，万盛丛林镇绿水村农民工食用菌创业园的黑皮
鸡枞菌大量成熟。

黑皮鸡枞菌是改创业园刚引种栽培成功的新品，采用
纯绿色方法种植管理，不添加任何肥料，一天可采摘3次，
采摘洗净后可直接食用，每日产量达2000斤。

目前黑皮鸡枞菌棚已对外开放，游客可进入菌棚采摘
黑皮鸡枞，带走价格为40元一斤。

联系人：朱永杰；联系电话：19922396279。
万盛融媒体中心 杨晨晨

铜梁高楼镇：
100万斤优质李可采摘

初夏时节，铜梁高楼镇千亩优质李进入成熟期，6月19
日将举办首届采摘节，届时欢迎市民前去采摘品鲜。

高楼镇的李子有蜂糖李、皇后李、脆红李、甜蜜李等5个
品种，在整个生育期采取无公害栽培，施用的是有机肥和复合
肥，不施用催熟剂，果子自然成熟，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

该镇今年的李子产量在100万斤以上，其中蜂糖李的
产量在50万斤左右。蜂糖李颜色金黄，果型美观、果核特
小，可食率达到98%，味甘甜如蜂蜜，果肉致密酥脆，还有
浓郁的香味。

联系人：张安林；电话：13985806316。
铜梁融媒体中心 赵武强

潼南苏家村：
200亩东魁杨梅等你来采

近日，潼南区塘坝镇苏家村康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200亩东魁杨梅迎来了采摘季。

杨梅果实色泽鲜艳、汁液多，酸甜适口，钙、磷、铁含量
要比一般的水果高出10倍。杨梅最诱人之处是现摘现吃，
当地采摘杨梅入园费20元，可随便吃，采摘带走的价格为
20元一斤。

联系人：周世春；电话：13635440988。
潼南区融媒体中心 徐旭

巴南集体村：
500亩蓝莓成熟啦

近日，巴南区二圣镇集体村云海天骄蓝莓园里的蓝莓
陆续成熟。

该蓝莓园有奥尼尔、北陆、灿烂、蓝丰等17个品种可采
摘，入园费50元/人，可免费带走1斤，售价为50元一斤。

联系人：阳先生；电话：15215173058。
巴南融媒体中心 张礴

□本报记者 苏畅

核心提示〉〉〉
耕地，是农业发展之基，是农民

安身之本。

近年来，重庆加快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和宜机化改造，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但受农业比

较效益偏低、耕种条件差、农民外出

务工等因素影响，部分区县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耕地撂荒现象，导致土

地资源浪费、耕地质量下降，给粮食

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带来一

定影响。

今年3月，市农业农村委印发

《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

展实施方案》，提出充分认识统筹利

用撂荒地的重要性、有序推进撂荒

地利用、加快设施建设改善撂荒地

耕种条件、规范土地流转促进撂荒

地规模经营等要求。

重庆出现耕地撂荒现象的具体

原因有哪些？目前已采取了哪些措

施？又取得了哪些成效？连日来，

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唤醒沉睡的资源唤醒沉睡的资源
——重庆探索解决撂荒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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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起步之年，在乡村振
兴新征程中，我市将在撂荒地统筹利用工
作中取得哪些进展？将采取哪些措施唤醒
沉睡的撂荒地？

市农业农村委粮油处处长白洁介绍，
我市将在三年时间内，完成所有撂荒地的
统筹利用工作。

受自然条件限制，我市耕地资源有
限。虽然近年来全市粮食产量总体稳定，
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目标，
但每年仍需外调饲料用粮和加工用粮，保
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任务越来越
艰巨，保护耕地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市将开展所辖区域耕地撂荒和盘活
利用撂荒地基本情况调查，逐村逐户摸清

底数，建立信息台账、摸清现状。各区县要
在近期填报撂荒地和盘活利用撂荒地情况
表。对10亩以上集中连片的撂荒地落实
包片责任制，引导复耕复种。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中，将坚持分类指导，有序推进撂
荒地利用。

具体而言，对浅丘耕作条件较好的
撂荒地，要尽快复耕，优先用于粮食生
产，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对丘陵山区的
撂荒地，根据立地条件，“宜粮则粮、宜特
则特”，发展粮食、特色水果、中药材、优
质牧草等生产，增加多样化产品供给。
对确不适宜耕种的撂荒地，可按有关政
策规定和规划要求用于设施农业用地
等。对季节性休耕地，提倡种植绿肥，以
地养地，提高耕地质量。

我市三年内将统筹利用完所有撂荒地

相关链接〉〉〉

三农
调查

綦江区横山镇堰坝村村民正在收割稻
谷。（资料照片） （受访者供图）

黔江区邻鄂镇高坪村村民抓住农时抢
插稻秧，确保增产增收。（资料照片）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酉阳土家族苗酉阳土家族苗
族自治县利用荒山族自治县利用荒山
荒坡和撂荒地统一荒坡和撂荒地统一
流转后进行连片开流转后进行连片开
发发，，规范发展生态绿规范发展生态绿
茶茶1111万亩万亩。。
特约摄影特约摄影 陈碧生陈碧生//
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耕地撂荒耕地撂荒
农业比较效益偏低是重要原因农业比较效益偏低是重要原因

“传承了600多年的花田贡米，险些在
我这一辈断了根脉。”何绍华，酉阳县花田乡
何家岩村村民，花田贡米农耕技艺传承人，
他说的花田贡米，是何家岩村所产的花田大
米，由于品质优良，历代朝廷把它定为“贡
米”。

“花田贡米质量虽好，但过去是散户散
种，加上村上的灌溉渠等基础设施不完善，
种植规模无法扩大，量上不去，市场自然就
很小。”何绍华介绍。

作为花田贡米农耕技艺传承人，何绍华
想把这门手艺传给儿子。然而，何绍华动员
了两年，在外地打工的儿子还是不为所动回
绝得很干脆：“种地挣不了钱！”

“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村里的好多田
土都撂荒了，着实令人痛心！”何绍华叹气。

何家岩村的土地撂荒在重庆不是个案，
垫江县长龙镇长久村也存在这种情况。

长久村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全村
3800余亩土地大多分布在“馒头山”上。这
些土地高低不平，大小不一，零星分布，无法
规模化发展，传统农耕无法获得很好的效

益，村上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只有老人小
孩留守村中，劳动力明显不足。

“土地零散，不适宜农机耕作，这样的环
境吓跑了不少投资商。”长久村支书刘本全
说，曾经有位外地老板计划在长久村流转土
地种植垫江白柚，但听说大型农机下不了
地，这位老板立刻取消了计划。

“农业比较效益偏低是耕地撂荒的重要
原因。”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
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
馒头山、巴掌田、鸡窝地多，导致部分乡村地
区无法发展规模化种植。同时由于部分农
村耕地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传统的农耕方
式无法获得较好效益，致使大部分劳动力外
流，造成土地撂荒。

完善配套设施完善配套设施
改善撂荒地耕种条件改善撂荒地耕种条件

撂荒地多为丘陵山区坡地或细碎地块，
耕种条件较差，完善耕地配套基础设施，则
是从客观上改善这些地块的耕种条件。

“耕种土地规模化、规划统一化，农民才
能突破传统农业的桎梏，获得较高的收益。”
垫江县长龙镇长久村支书刘本全介绍，去年
5月，垫江县启动“双十工程”，力争通过农
田宜机化改造，在2023年建成垫江晚柚基
地10万亩，长久村被纳入示范片区。

所谓农田宜机化改造，就是连通田块，
对陡坡进行缓坡化改造，对不规则田块进行
条状田块改造，修筑起水平梯田或坡式梯
田，让中大型农机能够进入作业，进而提升
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出效益。去年底，长久村
完成3800亩土地宜机化整治，按11米一垄
的宽度排列成整齐地块。标准地块每一垄
的长度平均都在80米以上，同时设有编号
和平整的作业机耕道，方便拖拉机、无人机
作业。

永川区金龙镇洞子口村采取了同样的
做法。去年，洞子口村推进农田并整，小并
大、短变长、坡改缓、弯变直，着力解决大中
型农机下地作业条件，为推动农业标准化基
地建设和现代化生产创造条件，同时盘活撂
荒地。今年，洞子口村播撒麦种10吨，种植
柑橘等果苗3.6万株。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称，目前我市
正大力推动农田宜机化改造，在适宜区域将

“巴掌田”改为“整片田”，将具备条件的撂荒
地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力争到2025年
全市宜机化农田面积达到1000万亩。另外，
还将配套完善灌排水、输配电、田间道路、农
田防护等基础设施，提升宜机作业水平。

规范土地流转规范土地流转
促进撂荒地规模经营促进撂荒地规模经营

经过宜机化改造后的撂荒地，由谁来
种？

梁平区星桥镇两路村的做法是，按照宜
机化、水利化、生态化、园田化、规模化、标准

化、智能化“七化”目标，在两路村建设高标
准农田与现代农业示范区后，由户户“小而
散”种田方式改成种植大户“大而专”的经营
方式。

2020年12月，27位种田大户齐聚两路
村公共服务中心，以投标的方式，公开竞争
两路村经过高标准建设后的土地经营权。
种粮大户邓中流转了1000亩水田。“之所以
流转这么大规模的水田，是因为农田经过了
整治，平均每块田都在5亩以上，基本能实
现全程机械化种植，成本节省效果明显，并
且在统一种植标准的情况下，稻谷销售价1
斤能高出6分钱以上，1亩地能多收入60多
元钱。”邓中说。

渝北区大盛镇青龙村则采取“一社三
部”模式，盘活“沉睡”的土地资源。

2019年，青龙村成立生产互助农业股
份合作社，村民以土地资源入股，其中就有
部分撂荒地。生产合作部统一开展宜机化
整治后，负责全村农业生产全过程。供销合
作部负责供应种子、化肥等一系列农资，同
时承担着农产品销售工作。在村民以土地
入股时，还可视情况以资金入股，形成“资金
池”，由资金互助部统筹。

不到两年时间，青龙村生产互助农业股
份合作社实现纯收益187万元。今年，合作
社举行第一次分红大会，拿出101.2万元红
利，517户“股东”平均每户分红近2000元。

市农业农村委有关人士表示，为有效遏
制耕地撂荒，充分挖掘耕地保供潜力，我市鼓
励农户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出
租（转包）、入股等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同
时，将加强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土地经营权
受让方要依法合理利用土地，不得闲置撂荒。

破荒新生破荒新生
撂荒地上开出撂荒地上开出““产业花产业花””

通过实施宜机化整治，完善耕地配套基
础设施，改善撂荒地耕种条件，规范土地流
转促进撂荒地规模经营，如今重庆大部分撂
荒地已破荒新生，开出了各类“产业花”。

綦江区横山镇堰坝村产出的横山大米
在清朝时期也是“贡米”，如今，在曾经撂荒
的田土上，农民又栽上了绿色的秧苗。

“堰坝村共流转撂荒地500余亩种植横
山大米，有224户村民入股村集体经济。去
年的横山大米产值为75万余元，产业分红
达30万元。”堰坝村党支部书记袁洪明介
绍，下一步，堰坝村还将复耕复垦100余亩
撂荒地，用于种植横山大米、豆类、晚熟玉米
等农作物。

经过宜机化改造后，今年初，永川区金
龙镇洞子口村播撒麦种10吨，种植柑橘等
果苗3.6万株，林下还种植了豆类、粮油作
物等增加经济收益。

金龙镇负责人介绍，金龙镇就地规划了
200亩加工园区，建万吨级冻库（杂柑等）、
万吨级泡菜加工、千吨级烤酒储备库、千吨
级的榨油厂等，为洞子口村的品质农业发展

助力。
在酉阳县花田乡何家岩村，昔日撂荒地

上“长”出了旅游产业。
得益于“旱改水”试点工程，如今何家岩

村年产有机水稻达到1250吨，总产值达
2580万元，贡米供不应求。与此同时，层叠
错落的花田贡米梯田也成为了诸多旅游者
的“打卡地”。目前，何家岩村荣获“中国民
俗摄影创作基地”“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市
级农业示范园区”等殊荣，当地正围绕花田
贡米梯田发展乡村旅游。

“下一步，我市将根据撂荒地具体条件，
发展粮食、特色水果、中药材、优质牧草等生
产，增加多样化产品供给。”市农业农村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