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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基业，人才为先。乡村振兴战略首在人才振兴，首在破解人才发展瓶颈。面对“70后不愿种田，80后不会种
田，90后不谈种田”“老人农业”现象严重的社会现实，培养造就吸引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年轻人来建设乡村，
迫在眉睫。

江津区蔡家镇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系列举措，或许能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一些启示。

核 心

提 示

本报讯 （记者 周雨）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关键在科技，核心在人
才。9月6日，市农委有关负责人在
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称，他们将
根据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人
才需求，立足“四个创新”，建设一支

“素质高、技能强、留得住、用得上”的
农村实用人才队伍。

思路上“创新”。按照“实用、实
际、实效”的原则，将能力和业绩作为
衡量人才的标准，将实用人才认定范
围从原来的种植、养殖、加工等行业，
拓展到科技服务、农机作业、产品营销
等领域，进一步优化农村队伍结构。

培训上“创新”。按照“实用为
先、技能为主、增收为重”思路，将农
村实用人才培训与产业发展需求、农

民技术需求、基层农技体系建设、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相结合，促进生产技
能与综合素质的有机衔接。

机制上“创新”。按照“公开、平
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真正把能带领
农民学科技、用科技、走致富路的实用
人才选拔出来，让“土专家”“田秀才”
有名有分。支持农村实用人才创办各
类专业技术协会，发展联合经营。

管理上“创新。坚持在政治上
“推”，在舆论上“引”，在典型上“树”，
在政策上“扶”，推进农村实用人才成
才兴业。

该负责人表示，全市将力争到
2020年，累计培养农村各类实用人才
50万名、新型职业农民20万人，回引
本土人才保持在1万名左右。

重庆立足“四个创新”建设农村实用人才队伍
促进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

他为何放弃20万年薪返乡创业？
本报记者 周雨

刘成洋是2016年11月回乡创业
的，至今已小有成就。

而那时，袁增良正在广东省梅州
市的一家工厂做技术主管，年薪近20
万元，日子还算过得滋润，根本未想过
要返乡创业。

他人生的轨迹于2017年9月开始
发生转变。这月的一天，袁增良回家办
事，蔡家镇党委书记刁福久正好来社里
处理矛盾纠纷，刁福久见他穿一身厂服，
便叫住了他：“兄弟，你在哪里上班呀？”

两人蹲在路边聊了起来。

“你想没想过回来做事呀？你看现
在四面山高速路就要通车了，去四面
山、习水、赤水的游客都要从这里过路，
高速路就从你们社里过，发展机会来
了。你要是搞得好的话，不一定比外面
挣得少，关键还能照顾父母和娃儿。”

“你们以前种过田，又在外面打了
多年工，有一定的资金积累，又在城里
生活过多年，懂得沟通城乡。现在农
村，就靠你们这些人来牵头干事了。
你看嘛，平常在家的都是老年人，已经
干不动了，年轻人对农村没有多少感
情，也不可能回来做事，你们田里那些
草，长得比人还高。”

……
刁福久的话给了袁增良很大触

动，这一谈，就是接近一个小时。

▶ 一场对话 人生轨迹开始转变

对生他养他的这片故土，袁增良
怎不希望她变得美丽富饶。但现实情
况是，这里已快成为一片被遗弃的土
地了：全社数十栋农房，只有一栋砖
房，其它的都是土墙房和石墙房；全社
47户社员，已有10多户全家搬到镇
里或城里去住了；社里的土地，八成以
上都已闲置多年。

原瓦厂的凋敝，主要是受地理交
通的限制：它的前面是一条小河，后面

是陡峭的凤凰山，原瓦厂的土地和周
边农房就分布在山脚坪坝及陡峭的山
坡之上，海拔落差五六百米。直到
2016年修建四面山高速公路时，施工
队为方便施工，才在这里架了桥、修了
施工便道，车子才第一次开进社里。

高速公路沿凤凰山腰、从社中间
穿过，路的问题算基本解决了，但社里
如何发展呢？回到广东后，袁增良一
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他只是想能为家

乡发展尽一点力。
去年腊月二十四，袁增良回家过

年，当晚就把文宏祥、袁野、幸安华、罗
增伦等4个发小聚拢一起商量：“哥几
个能不能一起动员一下，趁过年大家
回来了，叫各家各户种点果树苗子，过
几年就有收获了，子孙以后也能享受，
现在的土地闲置太严重了……”

“这个估计有点难哟，大家各有各
的心思，很难统一意见。”

“干脆我们几个牵个头，搞个股份
合作社，肯出钱的出钱，不肯出钱的用
土地入股，以全社为单位，把土地集中
起来一起经营。袁野你是网格长，你
找村支书说说，看看这样行不行？文
宏祥你不是在镇里杀猪吗，罗增伦你
不是常在附近搞建筑吗，平常兼顾到
起管下这些果树，也花不了多大工
夫？”

“我们干脆再去找下镇里的领导，
也好争取点政策，连一条像样的机耕
道都没得，机器下不了田。”

……
5个人商量到半夜，算是形成了

一套较为完善的发展思路。

▶ 一次聚会 商量出一条发展思路

去年腊月二十八，袁增良等5人
来到刁福久办公室，将一封信交给他，
信里谈了他们准备成立股份合作社、
发展特色农旅经济的打算，请镇党委
镇政府领导前往考察指导。信的最后
是5个人签名和鲜红的手印。

“这让我想起了小岗村18个村民
按下血手印的画面！”刁福久次日便赶
到原瓦厂合作社召开院坝会，从高速
路建成后带来的机遇、原瓦厂合作社
的发展优势、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支持政策、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社的
作用发挥等方面，给大家讲了一个半
小时。

刁福久还当场表态，只要大家下
决心把这个合作社搞起来，镇党委、镇
政府将从项目上给予大力支持，全面
改善社里的公路、机耕道、供水等基础
设施。当天晚上，前来参会的35户社
员，全部当场签字，同意以土地入股的
形式加入合作社。

3月 17日，袁增良再次回乡商

谈重庆笋里十二都农业股份合作
社筹建事宜，此时，合作社骨干成
员已由过去的 5 人增加至 9 人，他
们除土地入股外，还一共拿出40万
元现金参股，作为合作社启动资
金。

这次会议商定：社员以现金参股，
2000元为一股；社员以土地入股，7
亩土地折算成一股，土地前5年不收
租金。从第六年起，土地、闲置山坡分
别按300元每亩、100元每亩进行保

底分红。会上，共有40户社员与合作
社签订正式协议，入股土地超过2000
亩。

袁增良本想着把这事办起来了
就回广东继续上班。但就在商榷9
名骨干成员的分工问题时，有人突
然提出：“我觉得要干成这个事，必
须由袁增良来牵头、来当合作社的
负责人，从我们筹建这个事开始，就
数他主意最多，也会跟人打交道。”
所有人一致附和。

一边是不忍割舍的高薪工作，一
边是社员们的殷切期待，袁增良万分
纠结，没有现场表态。

今年6月20日，袁增良在思考了
3个月后，毅然辞工返乡。

▶ 一场院坝会 在场社员全部签字入社

据重庆日报记者了解，重庆笋里
十二都农业股份合作社虽然才正式运
行两个多月时间，但已取得不小进展：
他们已在上半山种了5000株桃子、杨
梅、樱桃等果树；在下半山种了60亩

野芙蓉；镇里已向区里申报了公路硬
化、机耕道建设项目，年底可能开始动
工；合作社向银行申请的200万元政
府贴息贷款，已经开始走程序了。

“茅湾村的成功让我很有信心。”

袁增良说，原瓦厂植被好、地势高，从
山顶能看到蔡家、紫云、柏林、清溪
沟、柏林、双凤、凉风岗等好几个场
镇；山脚还有200多亩水田，就在河
流旁边，水质干净，只需筑一道坝，就

能引来河水、发展特种渔业养殖；上
半山和下半山多种果树，春赏花、秋
采果，高速公路就从果园中间穿过，
不愁没人来玩；就连村里的土墙房、
石墙房也是个宝，改造成民宿会很有
吸引力。

“我们既然回来重新当农民，就一
定要让家乡焕发新颜！”采访结束时，
袁增良与他的几个伙伴对望一眼，提
高了声调，大声说道。

▶ 一种决心 定让家乡焕发新颜

9月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江津区
蔡家镇获悉，在过去两年，该镇类似刘
成洋、袁增良这样的返乡创业农民工，
总共有1000人左右。在当日开幕的“吃
新”文化旅游节上，42个“吃新点”中，三
分之二以上都由返乡创业农民工开设。
可以说，返乡创业农民工已成为该镇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支重要力量。

蔡家镇位处江津南部山区，山高
坡陡，交通闭塞，是个劳务输出大
镇。全镇6.3万名户籍人口，常年在
外打工的有3万多人，在家的整劳动
力只有1万人左右。

近年来，蔡家镇迎来了历史性的
发展机遇：一是作为旅游大通道的四
面山高速公路，在蔡家镇辖区设有3
个出口，区位交通条件大幅提升；二
是江津富硒农业的品牌影响力越来
越大，蔡家镇恰好是传统的农业大
镇，生态环境好，土壤富硒，且立体气
候明显，农业生产效益比以前有了大
幅度提高。

由此，蔡家镇从2016年开始大
力引导动员农民工返乡创业。

蔡家镇党委书记刁福久说，他们
之所以把农民工作为创业主导力量，
一是因为蔡家镇外出农民工多，是全
镇最主要的人才资源；二是他们不仅
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技术，还有城市
生活经验，有沟通城乡的优势，更容
易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为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蔡家镇
党委、镇政府着力在营造“近悦远来”
发展环境上下功夫，在打好“乡情牌”

“乡愁牌”“事业牌”上下功夫。

在氛围营造上，他们抓住春节农
民工回家过年这个关键时期，以镇党
委、镇政府的名义，给农民工寄慰问
信，在主要道路悬挂欢迎农民工回家
过年、欢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横幅。
镇、村干部确保将座谈会、院坝会开
到每个村民小组，与返乡农民工交心
谈心。

今年五一劳动节，镇党委、镇政
府对刘成洋等5名返乡创业的杰出人
物进行隆重表彰，还将5人的创业事
迹做成展板，一直摆在镇党委、镇政
府的入门大厅。

在搭建平台上，蔡家镇于去年成
立了我市首个返乡农民工创业商会，
选举刘成洋担任会长。政府机关腾
出一间办公室给他们办公，补贴办公
经费。通过这个平台，返乡创业农民
工经常一起交流创业心得、创业思
路，既提高了创业的成功率，还吸引
了不少城市资本参与这些创业项目。

去年，该镇举办了首届“吃新”文
化旅游节，大力打造“吃在蔡家”品
牌。茅湾村的农家乐数量由2016年
的零家，变成了现在的16家。

在服务上，镇农业服务中心的20
多名专业技术人员随喊随到，随时为
创业者提供技术支持，全力用好国
家、市、区各项扶农惠农政策。

刁福久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
续加大力度，吸引更多农民工返乡创
业，充分发挥在乡人才、下乡人才作
用，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
体作用，以人才振兴为乡村振兴提供
核心支撑。

江津区蔡家镇两年吸引1000人返乡创业
本报记者 周雨

9月5日，江津区蔡家镇第二届“吃新”文化旅游节开幕。全镇42个“吃新
点”装扮一新，准备好新米饭、新豆花和土鸡、土鸭、鲜笋等新鲜食材，迎接各方
客人。

其中，在位处茅湾村的“茅湾村农家乐”，有个特殊的帮工在不停地忙上忙
下。他叫袁增良，现年45岁，是蔡家镇龙穴村重庆笋里十二都农业股份合作社
的负责人。

“我是来偷师学艺的！”袁增良告诉记者，他们现在已成立了以龙穴村原瓦
厂为单位的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社，将全社47户、200多人的2000多亩土地集中
在一起经营，打算明年也开设“吃新点”。

看着马路上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和在店里进出的一拨又一拨客人，袁增良
难掩激动之色。“茅湾村农家乐的老板刘成洋返乡创业不到两年，就带动全村发
展起了16个‘吃新点’，这让我对自己的创业路有了很大的信心！”袁增良说。

▲去年腊月二十九，江津区蔡家镇党委书记刁福久等镇干部，为
成立股份合作社一事到龙穴村原瓦厂开院坝会。

◀袁增良（举手者）与文宏祥、袁野、幸安华、罗增伦等人商量合作
社发展事宜。 通讯员 侯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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