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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风景“靓起来”农民口袋“鼓起来”
布局四大支柱产业，推进五个振兴，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巴南是重庆主城
农村面积最大、农村
人口最多、农业比重
最高的区，是主城名
副其实的生态屏障和
宜居宜业之地。党的
十九大以来，巴南区
对 标 对 表 中 央 和 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
坚持不懈把乡村振兴
作为新时代“三农”工
作的总抓手和全域协
调发展的“两个基本
面”之一，深入落实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行 动 计
划，坚决打好“四场硬
仗”，全面推进“五个
振兴”，大力促进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努
力实现生态美、产业
兴、百姓富的有机统
一，推动乡村振兴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打好“四场硬仗”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连日来连日来，，重庆主城春光明媚重庆主城春光明媚，，
前往巴南区安澜镇平滩村赏花摘前往巴南区安澜镇平滩村赏花摘
果的游客络绎不绝果的游客络绎不绝。。看着游客们看着游客们
在田野里玩得不亦乐乎在田野里玩得不亦乐乎，，平滩村平滩村
村民刘汉春笑得合不拢嘴村民刘汉春笑得合不拢嘴，，““看看
来来，，我家入股我家入股‘‘金澜春天金澜春天’’这个项这个项
目是入对了目是入对了。。””

平滩村是巴南一个偏僻而又平滩村是巴南一个偏僻而又
美丽的小山村美丽的小山村，，位于海拔位于海拔500500多多
米的高山上米的高山上，，拥有青山拥有青山、、湖泊湖泊、、峡峡
谷谷、、瀑布等天然的旅游资源瀑布等天然的旅游资源，，但由但由
于交通不便于交通不便，，产业发展滞后产业发展滞后，，村民村民
虽然守着绿水青山却依然过着穷虽然守着绿水青山却依然过着穷
日子日子，，大量人外出务工大量人外出务工，，留下不少留下不少
撂荒的土地和农村闲置民房撂荒的土地和农村闲置民房。。

如何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如何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
山山？？20172017年年，，最先从平滩村走出最先从平滩村走出
去创业成功的两位老板田卫和吴去创业成功的两位老板田卫和吴
先礼先礼，，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找到了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找到了商
机机。。

经过反复考察论证经过反复考察论证，，在田卫在田卫
和吴先礼倡导下和吴先礼倡导下，，一个由一个由13891389名名
村民以土地和民房入股村民以土地和民房入股、、66名老板名老板
共同投资共同投资11..22亿元打造亿元打造，，重庆市首重庆市首
个乡村振兴个乡村振兴““众创众创””项目项目————““金金
澜春天澜春天””应运而生应运而生。。该项目计划该项目计划
在平滩村差异化发展花卉苗木在平滩村差异化发展花卉苗木、、
特色水果特色水果、、民宿文化等民宿文化等66大特色产大特色产
业业，，并将通过科学规划和统一包并将通过科学规划和统一包
装装，，打造一个望得见山打造一个望得见山、、看得见看得见
水水、、记得住乡愁记得住乡愁，，具有山水风情和具有山水风情和
文化创意的大型乡村文旅项目文化创意的大型乡村文旅项目。。

事实上事实上，，““金澜春天金澜春天””只是巴只是巴
南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南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
计划的一个缩影计划的一个缩影。。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是党的
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是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
史任务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是新时代做好‘‘三农三农’’工工
作的总抓手作的总抓手。。巴南沿江巴南沿江、、傍泉傍泉、、依依
山山、、靠林靠林、、临湖临湖、、环岛环岛，，区域面积主区域面积主
城最大城最大、、区位优势独特区位优势独特，，生态环境生态环境
良好良好，，自然资源丰富自然资源丰富，，是主城名副是主城名副
其实的生态屏障和宜居宜业之其实的生态屏障和宜居宜业之
地地，，更是未来城市拓展人气更是未来城市拓展人气、、商商

气气、、财气集聚之地财气集聚之地。。””在巴南区相在巴南区相
关负责人看来关负责人看来，，实施乡村振兴战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略，，巴南区有基础巴南区有基础，，有条件有条件，，更有更有
信心信心。。近年来近年来，，该区主要打了该区主要打了““四四
场硬仗场硬仗””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施。。

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方面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方面，，
去年该区新建农村入户道路去年该区新建农村入户道路120120
公里公里，，创建绿色示范村庄创建绿色示范村庄1313个个，，
安装公共照明路灯或庭院灯安装公共照明路灯或庭院灯
34003400盏盏；；195195个行政村农村垃圾个行政村农村垃圾
得到有效治理得到有效治理，，比例达比例达9898%%；；农村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率达生活污水处理率达8585%%；；完成农完成农
户改厕户改厕81288128户户。。

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建设方面建设方面，，巴南区完成农业综合巴南区完成农业综合
开发土地治理开发土地治理22..33万亩万亩。。实施国实施国
土绿化提升土绿化提升66..22万亩万亩。。建成建成““四好四好
农村路农村路””165165公里公里。。投资投资32143214万万
元实施新增农网改造升级元实施新增农网改造升级。。农村农村
地区新建地区新建44GG基站基站8787个个，，总数达总数达
12301230个个，，新建光纤长度新建光纤长度17391739公公
里里，，覆盖覆盖55..55万户万户。。新建场镇天然新建场镇天然
气管道气管道6565公里公里。。新新（（改改、、扩扩））建建55
处集中供水工程处集中供水工程，，巩固提升巩固提升54695469
人的饮水安全人的饮水安全。。

巴南区还大力推进产业结构巴南区还大力推进产业结构
调整调整，，带动特色效益农业产值达带动特色效益农业产值达
到到3434..66亿元亿元，，增长增长66..88%%。。农产品农产品
加工业产值达加工业产值达131131..55亿元亿元。。农产农产
品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品电子商务交易额达22..6767亿元亿元。。
五洲园五洲园、、云林天乡云林天乡、、多彩植物园人多彩植物园人
气攀升气攀升，，成为主城乡村旅游新热成为主城乡村旅游新热
点点。。新发展专业合作社新发展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家庭农
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15215个个。。

在大力推进脱贫攻坚方面在大力推进脱贫攻坚方面，，
全区全区55个建卡贫困村发展个建卡贫困村发展““姜家姜家
黑黑””等等1010个特色产业个特色产业。。完成完成30603060
户农村户农村““四类四类””重点对象重点对象DD级危房级危房
改造改造。。帮助帮助188188名建档立卡贫困名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实现就业人口实现就业。。

通过打好这通过打好这““四场硬仗四场硬仗””，，巴巴
南区农业综合效应不断提升南区农业综合效应不断提升、、农农
民致富渠道有力拓展民致富渠道有力拓展、、农村发展农村发展
环境有效改善环境有效改善，，““村村是美景村村是美景，，处处
处留乡愁处留乡愁””的良好风貌不断呈现的良好风貌不断呈现。。

布局四大支柱产业 产业实现融合发展

最近一段时间，每逢周末，到巴南
区木洞镇瑞普生态园采摘“不知火”柑
橘的车辆排起了长龙。看着停车场停
得满满的车辆和漫山遍野采摘“不知
火”的游客，瑞普生态园的负责人刘廷
红心里乐开了花。

刘廷红所在重庆瑞普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经营的青年湖
农场园区规划面积3300余亩，已使用
面积1600亩，种植有大红妃樱桃、不知
火杂柑、大五星枇杷、爱媛果冻橙、巴南
脆香桃等区域特色水果上千亩。如今，
瑞普青年湖农场已成为重庆主城周边
最具特色的知名果园之一，果园“红火”
的生意不仅让刘廷红尝到了发展现代
农业的甜头，也带动了周边上百户村民
增收致富。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根本动力，
是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
的基础。巴南区如何布局乡村振兴的
支柱产业？

近年来，立足巴南乡村优势特色资
源，巴南区以云篆山、天坪山、五彩丰盛

“3个100平方公里”区域为重点，以“3
个10”试点示范乡村振兴重点项目为抓
手，以5个贫困村和1个农村“三变”改
革试点村“5+1”产业扶持发展为关键，
科学布局“三百”片区产业，大力发展特
色粮油、精品果蔬、品牌茶叶、生态渔业
四大支柱产业。

按照“重点建设一个核心生产区
域、扩展提升其它生产基地”的发展思
路，巴南区以白象山、天坪山为巴南区
茶叶产业核心生产区域，在天坪山新建
和改良茶园2万亩，全面建成“白象山、
天坪山”核心茶叶生产基地，在圣灯山
镇、石龙镇、麻柳嘴镇、双河口镇、南彭
街道等区域实施老茶园改造及扩展生
产基地，到2020年全区茶园总面积将
达到10万亩，将茶叶产业建设成为巴
南都市现代农业主导产业。

做优精品果蔬。巴南区“三百”片
区发展优质蔬菜1万亩、特色水果3万
亩，以南界（南彭、界石）片区、木丰（木
洞、丰盛）片区、双龙（石龙、接龙）片区
为重点区域，各建设相对集中成片的万

亩专业化蔬菜生
产基地。在全区
适度发展乌皮樱
桃、高山梨、草莓、
蓝莓、果桑、巴南香
桃、红柠檬等适宜采摘
水果，到2020年全区发
展精品果蔬10万亩，打造特
色蔬菜基地，做强特色水果产业。

生态渔业也是巴南区农业特色产
业发展的重点。该区在惠民、二圣、安
澜、南彭、接龙、木洞、鱼洞等镇街，建设
池塘生态养殖功能区；在东温泉、一品、
姜家等镇街，建设观赏休闲渔业功能
区；在惠民、二圣、安澜、南彭、接龙等镇
街，建设设施渔业功能区。2018年，该
区“三百”片区发展生态渔业1万亩；到
2020年，全区生态渔业将达到5万亩，
切实融入全市“百亿级生态渔产业链”
建设。

此外，在稳定粮食总产量的基础
上，巴南区优化特色粮油生产，探索实
施“稻+N”复合种养模式，“三百”片区

发展特色粮油0.6万亩，在石龙、石滩等
区域进行推广，到2020年全区发展特
色粮油10万亩，大力推进特色粮油发
展。

通过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巴
南区“五彩丰盛”“天坪天乡”“环云篆
山”3个农旅融合发展示范片区成效初
显，一品幸福田园小镇等农旅融合项目
有序推进，“产区变景区、产品变商品、
农房变客房”正在成为现实。2018年，
巴南荣获“首批国民休闲旅游胜地”称
号，全年累计接待游客3300多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11亿元。

推进“五个振兴” 抓点促面“盆景”变“风景”

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人才振
兴兴、、文化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组织振兴的全
面振兴面振兴，，产业兴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态宜居、、乡风文乡风文
明明、、治理有效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
总体要求总体要求。。下一步下一步，，巴南区将如何实现巴南区将如何实现
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乡村振兴““五个目标五个目标””的实现的实现？？

巴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巴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巴南区将巴南区将
着力推进着力推进““五个振兴五个振兴””，，突出试点引领作突出试点引领作
用用，，抓点促面抓点促面，，把把““盆景盆景””变变““风景风景””。。

在产业振兴上在产业振兴上，，巴南区将大力发展巴南区将大力发展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33个个1010””（（1010个特色产业类个特色产业类、、
1010个农旅融合类个农旅融合类、、1010个农民合作社类个农民合作社类））
试点示范项目试点示范项目，，建设现代农业产业集建设现代农业产业集
群群，，探索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机探索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机
制制。。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新发展品牌茶新发展品牌茶
叶叶、、精品果蔬精品果蔬、、““稻稻+N+N””、、生态渔业等特生态渔业等特
色产业色产业22万亩万亩。。加强乡村旅游基础设加强乡村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施建设。。启动推进瓦青路改造启动推进瓦青路改造、、圣灯大圣灯大

道道、、黄金林至丰盛道路改造工程等一批黄金林至丰盛道路改造工程等一批
交通项目交通项目。。大力开展乡村振兴招商引大力开展乡村振兴招商引
资资。。完成乡村振兴招商签约项目完成乡村振兴招商签约项目 2323
个个，，协议资金协议资金120120亿元亿元。。

在人才振兴上在人才振兴上，，巴南区将推进乡村巴南区将推进乡村
振兴讲习所工作振兴讲习所工作。。把讲习所作为提高把讲习所作为提高
农民乡村文化农民乡村文化、、村干部廉洁教育村干部廉洁教育、、产业产业
技术培训的阵地技术培训的阵地，，大力开展新型职业农大力开展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民培育。。利用田间学校开展农业技术利用田间学校开展农业技术
培训培训。。在鱼洞乌皮樱桃农民田间学校在鱼洞乌皮樱桃农民田间学校
等对等对300300名果农开展除草施肥名果农开展除草施肥、、整形修整形修
剪剪、、防控病虫技术培训防控病虫技术培训。。拓宽拓宽““三农三农””工工
作部门和镇街干部来源渠道作部门和镇街干部来源渠道，，为乡村振为乡村振
兴引进优秀人才兴引进优秀人才。。

在文化振兴上在文化振兴上，，巴南区将坚持文化巴南区将坚持文化
惠民惠民，，大力推动文化下乡和乡村振兴文大力推动文化下乡和乡村振兴文
艺创作艺创作。。坚持文化富民坚持文化富民，，大力推动农村大力推动农村
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发展，，在木洞镇在木洞镇、、南彭街道南南彭街道南

湖多彩植物园等地举办木洞镇端午龙湖多彩植物园等地举办木洞镇端午龙
舟邀请赛舟邀请赛、、““我在重庆学非遗我在重庆学非遗””等活动等活动，，
积极推动迎龙峡影视拍摄基地成功申积极推动迎龙峡影视拍摄基地成功申
报市级乡村文化乐园报市级乡村文化乐园。。坚持文化育民坚持文化育民，，
大力挖掘乡村优秀文化遗产大力挖掘乡村优秀文化遗产。。建成巴建成巴
南博物馆并对外免费开放南博物馆并对外免费开放，，以古镇以古镇、、古古
街街、、古村落文物保护单位为重点古村落文物保护单位为重点，，实施实施
朱家大院朱家大院、、木洞福音堂木洞福音堂、、黄启藻旧居等黄启藻旧居等
文物古建筑的保护修缮工程文物古建筑的保护修缮工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良好生态
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巴巴
南将坚持绿色发展南将坚持绿色发展，，扎实推进生态振扎实推进生态振
兴兴。。一是积极开展生态宣传教育活一是积极开展生态宣传教育活
动动。。二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二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积极推积极推
进第二次农业污染源普查工作进第二次农业污染源普查工作，，实施化实施化
肥肥、、农药减量使用行动农药减量使用行动，，持续治理水产持续治理水产
养殖尾水养殖尾水，，完成精养鱼塘达标改造完成精养鱼塘达标改造600600

亩亩。。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领导是根党的领导是根

本保证本保证。。巴南区将全面推进乡村组织巴南区将全面推进乡村组织
振兴振兴。。一是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一是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设。。安排村居党组织书记轮训安排村居党组织书记轮训33期期，，实实
现对村居党组织书记现对村居党组织书记、、机关机关、、国企等领国企等领
域书记全覆盖培训域书记全覆盖培训。。二是抓好乡村治二是抓好乡村治
理体系建设理体系建设。。完善村规民约完善村规民约，，充分发挥充分发挥
村民自治组织作用村民自治组织作用。。加大农村普法力加大农村普法力
度度，，在巴南农村营造尊法在巴南农村营造尊法、、学法学法、、守法守法、、
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围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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