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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步丈量乡村 ■深度服务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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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巫溪县红池坝镇九坪村海拔1200米的山坡上，
一畦畦露天马铃薯郁郁葱葱，在阳光下散发出丰收的气息。

在马铃薯地里“盯梢”的村支书陈太安忙得热火朝天，不仅
要监督村民按标准作最后一轮管护，还要为即将开始的订单收
购作品质把控。

“这是我们按照统一技术标准种植的鄂薯5号，这个品种大
小颜色口感等都非常好，今年一斤的售价比往年高了两毛钱！”

陈太安喜不自禁地向重庆日报记者介绍，“马铃薯的品质好了，
市民们喜欢吃，价格自然就高了。”

像巫溪县这样，我市各地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和环境优势实
施产业振兴，紧紧围绕“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一主线，聚焦增
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增强农业品牌影
响力，号召各级政府部门、农业从业人员紧紧“盯梢”，守护着广
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安
全的源头。然而，重庆日报记者
在深入基层采访发现，尽管我市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不断
加码、农产品标准化生产能力不
断提升、农业科技水平不断进
步，但要彻底消除农产品质量安
全风险，保证农产品100%安全，
让老百姓购得放心、吃得安全，
当前还需迈过几道“坎”。

首先是农产品生产者的“理
念坎”。安全优质农产品是产出
来的，需要广大农产品生产者树
立绿色生产理念，摒弃病虫害防
治过度依赖化学农药的方式，大
力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然而，我市仍有不少农民或企业
存在守旧、观望思想，在没有看
到实实在在的效果前，不愿接受
新的生产方式。此外，还有生产
主体诚信缺失，在落实标准化生
产中“偷工减料”，没有真正按照
标准落实到位。

其次是基层监管部门的“执
行坎”。安全优质农产品也是管
出来的。目前，我市953个乡镇
100%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站，配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人员2700多人。但是，因经费短
缺、混编混岗严重、专业技能参
差不齐，一些乡镇监管站仍存在
监管履职不充分、不到位的现
象。因此，局部“断档”的监管，

也给了不法生产者可乘之机。
第三是农业部门的“投入

坎”。广大农产品生产者在实
施病虫害绿色防控过程中，势
必要投入不少资金采购现代化
物理防控设施、有害昆虫的生
物天敌以及安全低毒高效农
药。因此，为了减轻农民负担，
农业部门应在政策和资金上加
大扶持力度，提高绿色防控新
技术的应用率。

第四是农技人员的“服务
坎”。当前，农村从业者老龄化
严重，而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病
虫害绿色防控的新技术，对专业
化、规模化的要求都更高，因而
需要更多的技术人员将服务送
到户，指导技术措施落实到田间
地头。同时，政府可以引导培育
更多专业化社会服务组织，去

“承包”实施农产品标准化生产、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成果的推
广普及。

此外，“优质优价”才是确保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市场动力。
各级政府和农业部门还要大力
加强农产品品牌培育和宣传推
介，通过“三品一标”安全优质品
牌农产品创建等打造一批在全
国叫得响的名牌农产品，不断提
高农产品的价值与价格，让农产
品生产者感受到生产优质农产
品的切实好处。

产出优质农产品
还需迈过几道“坎”

□汤艳娟

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
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简称“三品一
标”，是农业部主导的安全优质农产品
公共品牌。当前，我市大力发展的“三
品一标”，已成为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
供给的有效途径。

6月2日，重庆市万源禽蛋食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源公司”）收获
了一笔大订单：来自贵州的华联超市，
订购了 30000 枚单价 6 元的有机鸡
蛋——“石丫”越野蛋。

自获得有机农产品认证以来，尽管
每枚“石丫”越野蛋售价不菲，但年产的
80万枚有机鸡蛋供不应求。今年4月，
在重庆市畜牧业协会公布的评比结果

中，“石丫”越野蛋又获评《2018年消费
者最喜爱的家禽产品品牌》。

“石丫”越野蛋为何深受消费者厚爱？
“品牌,不仅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更

可以转化为真金白银。”“万源公司”
老板李万明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万源
公司”是重庆唯一的一家通过中绿华夏
有机食品认证中心认证的鸡蛋生产企
业，目前该公司产品先后获得了无公
害、绿色、有机等认证。其中，“石丫”越
野蛋品牌，整整培育了8年时间。

在合川太和镇石墙村的千亩老松
树林里，重庆日报记者见到了脚踩厚厚
松针觅食的土鸡——“石丫”松林鸡。
一旁鸡圈外的树荫下，工作人员正将满

满两筐“石丫”越野蛋分拣装箱。
“你可别小看这些土鸡，它们吃的

东西可讲究了，全是天然食品！”场长李
万明介绍，“石丫”松林鸡除了吃自己按
有机标准种植的玉米和黄豆外，还吃林
下天然的松针粉、松籽和松树花粉等，
平时喝的水也是松林里的山泉水。

李万明说，目前，这千亩松树林里
养殖了4000只土鸡，每天可产3800多
枚鸡蛋。每天下午，“万源公司”派车来
山里收蛋，再运往城里的集中包装点。

“如今，和‘万源公司’一样，越来越
多的企业推进了‘三品一标’发展。”市
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主任黄昀说。

他介绍，2018年，我市新培育“三

品一标”产品1573个，产量83.5万吨，
其中无公害农产品1194个，绿色食品
345个，有机农产品34个，新认证数量
连续两年突破1000个。

同样，各区县也在加快品牌创建的
步伐。如，石柱县成功创建全国有机农
业标准化生产基地，梁平区成功创建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示范基地，忠县、涪
陵也通过了全国柑橘、青菜头绿色食品
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创建资格审批。

品牌化培育——

“三品一标”擦亮农产品“绿色”招牌

前不久，巴南区接龙镇自力村村民
张云（化名）找到村干部，去向美亨柚子种
植股份合作社社长陈开容说情，想要继续
加入合作社，谁知吃了一个“闭门羹”。

去年，原本是合作社成员的张云不
按标准化生产要求，擅自给自家蜜柚园
喷洒了除草剂，被陈开容开除出合作
社。两年来，共有20多名不遵守合作
社章程的橘农，被她“无情”地开除了。

陈开容对求情者说：“我对你们的
‘无情’，是我对品牌的‘有情’。你们丧
失了诚信，破坏了柚子品质，就是在砸
毁我们打造十年的蜜柚品牌。”

今年64岁的陈开容是接龙镇人，
2010年退休时，看着家乡柚子滞销、村
民纷纷砍掉柚子树，便带领村民建起合
作社拯救蜜柚产业。从第一年的16户
社员发展到如今的110户社员，合作社

将蜜柚面积扩大到2000亩，并研发出
柚子酥、柚子蜜、柚子精油等产品。

10年间，陈开容始终坚持一颗良心
与匠心，耗费数百万元科研经费培育高
品质蜜柚，并严格要求社员实施生产技
术、田间管理、品牌销售“三统一”。后
来，合作社原本皮厚肉薄味道苦的柚子
经改良后，成为皮薄肉厚滋味甜的蜜
柚，每个“身价”从一元钱跃至五六十
元。去年，合作社的年产值达1000万
元。

“我们的品牌之所以卖得好，就是
我们严管了生产的各个环节。对于任
何破坏蜜柚品质及损坏品牌形象的社
员，我坚决不留情面、一律开除。”陈开
容说，如今，她的110户社员既是生产
者又是监督员，全程“盯”着蜜柚的每一
个安全生产环节。

其实，要实现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
监管，需要实现从生产源头到销售终端
的全覆盖。其中，除了像美亨柚子种植
股份合作社这样的自我约束外，还离不
开政府部门的监管与“盯梢”。

忠县新立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站的徐大秋就是这样一名监管员。每
月，他要对上市蔬菜和水果进行定期或
不定期抽样速测；每周，他都要对辖区
农药、肥料等投入品经营主体实行巡
查；在作物生产季节，他还要定期对农
民使用农药情况进行实地核查。

去年3月的一天，徐大秋在例行巡
查时发现，有家企业农药库房存有早就
禁止使用的“百草枯”和蔬菜、水果限用
农药“氧乐果”！他当即对该企业法人
进行了批评教育，要求立即整改，同时
将全部违规产品交由县农业行政执法

大队集中销毁。
“我们各级各部门的‘盯梢员’，正

织就一张全面管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的
‘防护网’，确保市民吃得安全、健康。”
对此，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处
长陈朝轩说，近年来，我市还狠抓农业
投入品的源头管理，从严制定了《重庆
市限制使用农药定点经营布局规划》，
有15个区县实现限制使用农药“零布
局”，全市限制使用农药经营点从800
余个核减为144个。

结合重庆市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管理平台的推广应用，以及市场快检体
系的监管配套建设，我市全面强化了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目前，重庆市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平台上，有
2100家符合“三品一标”的企业用户，
集结了900多个乡镇监管站和区县工
作机构，建立了3000余个追溯点。

据农业农村部例行监测结果显示，
2018年，我市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综
合抽检合格率98.1%，其中，种植业产
品、畜禽产 品 和 水 产 品 等 分 别 为
97.2%、99.4%和98.6%。

过程化监管——

从田间到餐桌 构建一条完备安全链条

“我们村山高坡陡，地理条件恶劣，
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留守老人只会种
植洋芋、红薯、玉米‘三大坨’，如何实现
产业振兴？”2017年9月，当驻村第一书
记董鹏前来九坪村报到时，村支书陈太
安向他倒出了“苦水”。

董鹏是重庆市农技推广总站蔬菜
产业科科长，有着植物保护专业的博士
学历，陈太安的“苦水”没有让他退却。
经调查走访后，他和村里商量，要将马
铃薯确立为该村产业振兴的“主角”：

“村民家家都种马铃薯，但疫病常发、产
出效益低、商品化率低，为什么？只要
我们选对了品种、更新了技术、找到了
销路，小土豆也能变成大金豆！”

2018年，董鹏引领200多户村民发

展了500亩马铃薯，紧“盯”着大家进行
了一场标准化的技术革新：他要求种植
过程主推脱毒种薯、减化肥、减农药的

“一推二减”生产技术，通过“统一种薯、
统一专用配方肥、统一药剂防控、统一
技术指导”，实现生产标准化。其中，大
力推广马铃薯专用配方肥、追施“闷头
肥”，运用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融合、植
物免疫诱导等防治病虫害技术。

“一切高标准的生产要求，都是为
了产出高品质的农产品。提升农业标
准化生产水平,是振产业振兴的关
键。”对于董鹏在九坪村开展的技术革
新，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重庆综合
试验站站长、重庆市马铃薯产业首席专
家黄振霖给予高度评价。

黄振霖还介绍，马铃薯有一种难以
防控的常发病——晚疫病，堪称是马铃
薯的“头号杀手”。我市种植的500万
亩马铃薯中，每年约有150多万亩马铃
薯感染晚疫病。一旦感染这种病，马铃
薯苗就会像被“开水烫了一样”，土中果
实也将出现烂果现象，可使马铃薯产量
损失高达20%~40%，甚至绝收。

“以往，因无法准确确定最佳防治
时期，农民防治只能打‘马后炮’，施药
效果往往不理想。”黄振霖建议董鹏在
九坪村安装一台“神器”——马铃薯晚
疫病预警系统。该系统投用后，通过田
间设备捕捉病原菌、分析气候温湿度变
化，判断晚疫病发生概率，及时指导村
民进行统防统治，有效避免了晚疫病的

发生。
去年，九坪村的马铃薯平均亩产

量，由往年的 2000 斤提高至近 3000
斤。村民生产的马铃薯也由自给自足
走向了市场，亩产值达到了 2000 多
元。按照今年的行情，全村500亩马铃
薯，产值将达100万元。

“这就是标准化生产带来的实实在
在的效益。”黄振霖说，“从全市面上来
看，在推进马铃薯标准化生产中，我市
近年引进了5个新品种、试验示范了4
项集成新技术，全市常年种植面积550
万亩左右，平均亩产1170公斤，总产
640万吨，总产值达70亿元。如今，按
照标准化生产的马铃薯，在乡村振兴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像马铃薯产业这样，我市大力推进
了农业生产标准化工作。”市农产品质量
安全中心书记戴亨林介绍，截至2018年
底，全市现行有效的农业地方标准达
278项，已建成蔬菜、水果、茶叶标准园
和畜禽标准化示范场684个。

标准化生产——

科技支撑 产出安全优质农产品

记者手记

守护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汤艳娟汤艳娟

食品安全关系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关系中华民族未来。

5月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改
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
意见》，要求深化改革创
新，用最严谨的标准、最
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
罚、最严肃的问责，进一
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确
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

近年来，重庆以农业
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大力实施质量兴农战略，
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安
全水平，确保广大人民群
众吃得放心。

核心提示

▲农技人员在巫溪脱毒马铃薯基地检查种苗长势。记者 崔力 摄

▲“万源公司”员工将“石丫”越野蛋装箱。 记者 汤艳娟 摄

▲巫溪马铃薯标准化产业基地。 市农业农村委供图

截至2018年底，全市有效期

内“三品一标”产品4783个，总

规模 40.196万公顷、总产量

829.7万吨、总产值 196.55
亿元。其中，纳入重庆名牌

农产品总数达到437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