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秋后的忠县涂井乡友谊村，
四面起伏的山头全为葱郁的柑橘
树所覆盖。不远处，是如绿色飘带
般的长江。

趁早上凉快的时候，友谊村九
组的范洪梅正在柑橘园里给果树
浇水。现在正是晚熟柑橘果实膨
大期，及时的田间管理可以让明年
春季成熟的柑橘外观和内在品质
更好。

45岁的范洪梅身有残疾。在
邻里外出打工时，她也只能待在家
里，靠丈夫外出打工养活一家四
口，自己则在家里种些水稻、玉米。

1997年，忠县开始成规模种
植柑橘，海拔低、生态好的涂井
成为核心区之一。范洪梅也将
家里8亩地种上了300余株普通
柑橘。

“十多年前，柑橘很不好卖。”
范洪梅说，贩子前来“杀价”，每公

斤价格最低时只有1.2元，还不够
劳力和肥料钱。范洪梅曾动过砍
树的心。

就在她犹豫时，三峡果业进入
忠县开展橙汁加工。后来，为了延
长加工时间，范洪梅和不少村民一
起，将柑橘高换种为晚熟柑橘。

加工厂对优质柑橘开出的价
格利润可观。2014年村里来了个
老板，要“租”村民果树。于是，范
红梅又将家里的300余株柑橘树
以每株64元的价格租出去。由于
家庭条件相对较差，范洪梅还被优
先吸纳进果园务工，每天工资60
元。

范洪梅说，现在一年通过“出

租”果树、在果园打工，原来出门找
不到工作的她现在一年能挣近3
万元。

友谊村果园的柑橘，大多被离
村1小时车程的三峡果业“吞掉”，
其加工出来的“派森百”橙汁深受
市场欢迎。

“新立镇基本集齐了柑橘产
业的整个链条。”忠县果业局有关
负责人说。目前，该镇以发展柑
橘特色效益农业为基础，加强品
牌建设，壮大生产加工，推进农旅
融合，促进农业“接二连三”，建成

“优良品种选育－苗木培育－高
标准果园基地建设－果汁加工”
的完整产业链，实现柑橘产业“从

一粒种子到一杯橙汁”、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良好格局。

而以加工为核心的产业链还
在不断延伸、扩张。

“以前，榨汁后的果皮无法处
理，成为垃圾，引得周边的农民怨
声载道。”忠县果业局有关负责人
说，目前该县采用柑橘鲜皮渣提取
橙皮甙、果胶及发酵无害化处理技
术，建设了柑橘皮渣处理一体化厂
房，年处理柑橘皮渣7500吨。相
关公司又从皮渣中提取橘皮丁、香
精油及果酒、果醋、皮渣有机肥等
系列产品，其中仅皮渣有机肥就能
卖到每吨900元，实现了对柑橘从
果汁到皮渣的“榨干吃尽”。

目前，以三峡果业为核心，新
立镇集聚了橙汁加工、皮渣处理、
运输储藏等加工企业6家，最终

“织”成柑橘产业集群，带动了上万
户农户、移民户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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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资本下乡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本报记者 张国勇 罗芸

记者手记

奉节县平安乡是我市18个
深度贫困乡镇之一。在这里的大
山中，有一种叫做“豆腐柴”的植
物，味道有些“怪异”，连牛羊都不
吃。

“但没想到，这种草还居然让
我脱了贫。”该乡双店村建卡贫困
户夏道美说。

夏道美小时上山砍柴看到过
豆腐柴，当时大人说这是“斑鸠树
叶”，可以做豆腐，吃了消暑。

但更多时候，这种植物只是作
为野生植物一直在山里默默无闻
地生长。

2013年，从建筑行业转型的
陈波来到平安乡。他在大都市生
活后，发现都市人偏爱天然的食

品，而能做出绿色豆腐的
豆腐柴，还是药食兼用植

物，含有大量果胶，有养生功效。
于是，陈波和朋友一起在平安乡开
始规模发展豆腐柴。

“一开始，我们很多人都不相
信会有人愿意吃这种山里人才吃
的东西。”夏道美说。她抱着试一
试的心理，将位于荒山上的地拿来
种植豆腐柴。这块地非常瘠薄，中
间还夹有不少裸露的石灰石岩石，
即便是种生长力旺盛的马铃薯收
成也不好。

没想到这种零星生在山里的
植物，规模种植后长势相当不错。
建卡贫困户杨忠兰说，豆腐柴几乎

没有虫害，每年只需除一至两次
草，在采叶的时候顺手施一点肥，
就能在 30至 45天后再次采摘。
从每年的3月至9月，可以采摘三
四次。

“采的时候，顺着枝条一撸就
下来了，每天我能采50公斤。”杨
忠兰说。

“我们采用‘公司+专业合作
社+农户’的方式，与农户形成利
益体进行生产、收购。”发展豆腐柴
的雄森公司总经理陈波说，下游则
通过与电商、代理商合作，将产品
销售到奉节县内外。

陈波介绍，为了提高豆腐柴的
附加值，采下来的鲜叶，经清洗、预
冷后，有的直接做成绿色的“神仙
豆腐”销售到周边乡镇和奉节县
城；有的则通过低温冷冻、真空烘
干后保存起来，一个月后颜色与刚
采摘时几乎没有差别。

现在，雄森收购的豆腐柴鲜叶
主要是加工成豆腐柴精粉、豆腐柴
茶叶、豆腐柴粉丝。去年，该公司
新建豆腐柴基地 3000 亩，带动
227户农户发展，其中56户是建
卡贫困户。今年以平安乡为核心
还向周边乡镇辐射。

今年，平安乡已投产1000亩
豆腐柴。雄森公司按每公斤4元
的价格收购，目前已快进入尾声。
预计今年该公司将收购鲜叶5000
吨。

山里的“草”变成“金元宝”

在渝西某地，某老板于2010年包下200
多亩好田好土后，改造成了葡萄园。前两年
该葡萄园还能勉力维持。由于投入大、见效
慢，很快这家原做机器零配件生产的业主资
金链断裂，老板一走了之，但葡萄园土地复垦
却成了难题。拿不到土地流转金，农民也有
意见，而当地政府也找不到其他业主接手。
一下子，曾被视为当地政府“政绩”的农业项
目成“烂尾”项目。

记者在采访中，碰到的这种工商资本发
展失败的案例，不胜枚举。

有关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工
商资本下乡的热潮中，仍要警惕以下问题：工
商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它可能会追逐利润
较高的产业，因而忽视粮食产业造成土地“非
农化”；追逐自身的利润获得，而忽视甚至损害
视土地为“命根子”的农民的利益；工商资本的
逐利性，极易造成投资的盲目跟风，从而引发
市场的恶性竞争或供大于求，继而造成农业项
目的失败。

目前，工商资本仍是乡村产业发展重要
的力量。它既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城市中
富余工商资本的出路，也是二三业反哺农
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举措，成为促进城
乡一体化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路
径。因此，在引导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专家
建议尤其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企业方面来说，要尽量通过建
立制度，与当地农民结成利益体，实现利益
共享，才能获得更多的来自农民和政府的支
持；在选取发展的产业时，尽量因地制宜，与
当地特色产业、尤其是粮食产业相结合，尽
量避免土地的“非粮化”。专家表示，目前农
业并非所有环节低效益都低。像农地托管、
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精深加工、金融担
保等需要较大的资金或技术门槛的，仍然是
企业发展的“蓝海”，可通过延长产业链、提
高附加值、增加土地亩产值等方式，为农民
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从政府方面来说，应妥善地推进农村承
包地“三权分置”制度，通过土地确权，为保证
农民利益提供最坚实的保障，也为激活沉睡
的资源提供基础；要加强监管，对前来投资的
企业进行科学引导，防止其盲目投资，更不能
为了政绩而一味承诺优惠政策；在当前涌入
农村的工商资本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应建立
准入制度，由基层政府严格按照程序，对企业
资质、经营项目、企业信用、土地流转等方面
加强审核，避免出现因企业实力不足而带来
的风险；建立工商资本下乡的风险防范机制，
如设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提供农业生产
商业险补贴，以及一定的金融支持；引导、监
督企业按照招商规划程序进行生产经营活
动，实行全面的监管跟踪制，防止出现违法违
规行为，切实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
的权益，真正让工商资本扬其“优势”而
减少或避免其“弊端”。

工商资本下乡
要扬其“长”避其“弊”

“如果只靠我一人之力，可能‘天
知椒’在3年时间里推广不了这么大
面积。”“天知椒”培育人邹荣富说。

邹荣富是江津区慈云镇土生
土长的农民，对土地有深厚感情，
爱在田间地头钻研，是当地小有名
气的“土专家”。

江津种植了35万余亩的花
椒，邹荣富家也种了好几亩。有一
年，他的母亲搭着梯子爬上树采摘
花椒，却不慎摔伤。

“那时候，花椒树都很高大，产
量也不高。”邹荣富说，“我希望自
己能培育一个不用搭梯子就能采
摘的好品种。”

从2001年开始，邹荣富在田

间钻研，想培育一个矮化新品种。
在田间蹲守、观察后，邹荣富不断
将花椒嫁接，终于发现有一株变异
的“九叶青”，不仅植株不高，而且
叶片浓绿，结的花椒也比其他花椒
颗粒更大。

经过十来时间培育，邹荣富对
这株花椒树进行不断地提纯、复
壮。他发现这株花椒亩产最高可
达1500公斤；经机构检测，其香味
达90多种，比传统“九叶青”多二

十余种；抗病性强，而且投产后植
株也只有一两米高；成熟时间比普
通花椒早7至15天。

这个品种获市林业局林木良种
认证，并被命名为“早熟九叶青”。

尽管品种不错，但知晓的人不
多。几年间，邹荣富只以每株两三
元的价格卖出去几百株。购买的
人也大多是慈云周边的种植户。

2016年底，经销水果的何贵
彬听说了这个早熟九叶青品种，找

到邹荣富谈合作。
“我不太懂技术，但懂销售和

推广。”何贵彬诚恳地说。
想到自己精心培育出的品种

能更快地走出慈云，造福更多农
民，邹荣富答应了。

两人合作后，何贵彬在慈云先
后投资600万元，建起500亩的育
种和种植示范基地；组成技术推广
团队，由邹荣富任技术总监向市内
外适宜地区推广这个品种和配套
的新技术。

目前，早熟九叶青已在重庆、
四川、陕西、云南、贵州等8个省市
得到推广，种植面积达到8万余
亩，其中不少位于贫困山区。

优质品种传播更广

在今年 6 月 28 日发
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乡
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
中，明确了促进乡村产业
振兴的总体要求、重点任
务、政策措施及组织保障
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成为
今后一个时期指导乡村产
业发展纲领性文件。

在这份文件中，专门
提出了要“有序引导工商
资本下乡”，其中包括“坚
持互惠互利，优化营商环
境，引导工商资本到乡村
投资兴办农民参与度高、
受益面广的乡村产业，支
持发展适合规模化集约化
经营的种养业”，要“支持
企业到贫困地区和其他经
济欠发达地区吸纳农民就
业、开展职业培训和就业
服务”等方面。近年来，随
着三农的不断发展，我市
在城市工商资本下乡方面
开展了有益的探索。

今年7月1日，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司长曾衍德
在相关会议上表示，工商资本是乡村产业发展重要的力
量，目前全国工商资本每年投入乡村产业的投资都在万亿
元以上。

在我市，今年前6个月，全市乡村振兴招商引资的在建项

目达241个，涉及32个区县，总投资达871.1亿元。
“这些项目绝大多数都是由工商资本推动的。”市农业农

村委对外合作处处长张蓉萍表示，“工商资本下乡，在推动产
业链延伸、促进新技术新品种推广、带动农民致富方面，具有
重要的作用。”

奉节脐橙喜获丰收。
奉节县委宣传部供图

万盛经开区黑山谷八角小镇，向日
葵花竞相开放，吸引许多游客前来观赏
游玩。

特约摄影 曹永龙

黔江区黑溪镇胜地村，村民王贞六
在观察蜜蜂的长势。

特约摄影 杨敏

永川区新亮农业香菇基地，菇农们
在菇棚里采摘成熟的香菇。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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