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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九龙坡

农旅融合奏响乡村振兴奋进曲
——九龙坡区西彭镇探索乡村振兴三种产业发展模式

刚刚过去的中秋节，九龙
坡区西彭镇接待游客人数达
到3.8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497.9万元。作为工业大镇，
近年来，西彭镇的乡村正逐渐
成为旅游热土，这里吸引了更
多的市民前往农家休闲、农场
采摘、农事体验、农村观光。

去年，西彭镇旅游接待人
数超 13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旅游收入突破1.5亿元；
农业收入超3.5亿元，同比增
长7%。

“以农兴旅、以旅富农，
我们奏响了乡村振兴的奋进
曲。”西彭镇党委书记李锡智
称，西彭镇是中国铝加工之
都，是一个集城市、农村、工
业于一体的特大城镇。近年
来，西彭镇围绕农旅融合，立
足自身实际，依托自然资源、
区位优势，在新民村、真武宫
村、长石村因地制宜探索三
种产业发展模式，不断推进
乡村振兴。

今年8月19日，重庆市
农技总站、市农科院水稻所
及西南大学的专家对西彭
镇新民村喜乡遇合作社种
植的水稻进行现场测产。
结果显示平均亩产 1200
斤 ，最 高 产 量 达 到 亩 产
1350 斤，打破了全市宜机
化改造生田水稻机械直播
亩产约1000斤纪录。

“以前亩产800斤都不
错了。”新民村党支部书记
刘蕾介绍，全村2198人，留
在村里的800余人多是老
人、小孩，以致三分之二的
田地撂荒，村民都看不到种
田的希望。她说，“亩产创
历史新高全靠创新土地经
营模式。”

新民村作为原始自然
村，拥有耕地2000余亩，农
作物以水稻高粱油菜为
主。去年，新民村立足村情
民意，围绕科技兴农，探索
以现代农业为主导的新型
农村产业化发展，发动村民
组建成立重庆喜乡遇农业
股份合作社（简称“喜乡
遇”），村民自愿将土地以承
包面积为股投入合作社进
行整体经营。

去年以来，喜乡遇对
1200亩土地进行土地宜机
化改造；同时完成1500米
渠道、4000米管道和1座提
灌站建设，铺装了8000米
人行便道、4000米机收便
道，改善了农田耕作条件。

“从备耕、播种、施肥、收
割等都实现了宜机化操作。”
喜乡遇合作社社长刘林称，
今年，喜乡遇实现了油菜和
高梁轮种，上半年收获油菜
籽6000公斤，下半年产高粱
10万斤；450亩水稻实现了
稻田养鱼立体式种养模式，
产粮达30万斤。刘林分析，

“1亩水稻正常情况下直播
种植生产成本大概 532.8
元，机插秧需要703元，节约
成本170.2元。”

8月23日，新民村热火
朝天，比过年还热闹，很多

在村里上班的村民赶回来
参加喜乡遇第一次分红大
会。当天，村民每亩土地分
得稻谷400斤。随后，大家
还要参加高粱、油菜、大米
的分红。

“同样一块地，换个种
法收成就不一样！”72岁的
杨世祥分了1000斤稻谷。
他说，把土地交给合作社就
是比自己种强，“不但能分
粮食，下田还能挣工资。”

这只是喜乡遇走出的
“第一步棋”。在未来两年，
新民村将形成2300亩的种
植规模，探索形成以种植水
稻、油菜、高粱为主，同时将
公路两边及田坎两边绿化
改为栽种桃子、李子、梨、荔
枝、桑葚等优质经济作物，
并注重发展田间立体种养
带动乡村旅游发展民宿的
模式，最终实现村民的增产
增收。

“将‘稻田+’的文章做
深做透，助力乡村振兴驶
入快车道。”李锡智表示，
一是围绕“稻田+产业”，把

“有机水稻全产业链特色
村庄”打造成产业振兴主
导方向，实现水稻种植向
精品大米及有机作物产品
的华丽转身。二是做好

“稻田+生态”，念好“生态
经”、打好“有机牌”、唱好

“循环戏”，推行“一水两
用”“一田多产”，通过土地
轮作、稻田养鱼、稻田养鸭
等方式，延长“产业链”，扩
充“价值链”，形成立体有
机循环农业种养模式，彰
显现代农业绿色发展新模
式。三是深化“稻田+文
旅”，推动一二三融合，打
造水稻主题工坊、民宿，打
造系列古法手工产品和水
稻创意产品，规划稻香人
家、渔耕人家、稻香渔乐等
休闲体验产品和“好运稻”
农礼品牌。“推动田园休
闲、农事体验、创意农业等
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满足
游客回归田园生活需求。”

今年，西彭镇真武宫村的“向
葡萄”又丰收了！葡萄价格卖到了
每斤120元！短短2个月，200余
亩“向葡萄”创收达600万元。

“向葡萄”叫向权，万州人。
2012年，他来到真武宫村租下200
余亩土地种葡萄。7年过去了，“向
葡萄”成了远近闻名的品牌，真武
宫村的葡萄种植面积达1800亩，
每年产值达6000万元。

“‘向葡萄’的成功，不只是葡萄
产业做大了，他还为真武宫村引来
了更多的投资创业者。”西彭镇镇长
陈航介绍，真武宫村交通便利，距离
主城35公里，到江津城区仅15公
里。10多年前，随着村民纷纷外出
务工，全村闲置土地越来越多。“‘向
葡萄’让很多人发现了真武宫村，大
家都前往来考察投资。”

2012年，刘宗伦也来到了真武
宫村。从80亩到300亩，他在这里
种植桃子、李子、桂圆、枇杷等，发
展起了集体验采摘、餐饮、住宿融
为一体的“村忆卓润·情景农庄”，
成为全村最大的一座农庄。

随后，在外打工的村民方联洪
回到了真武宫村，利用自己的承包

地和流转乡邻的地种植 15 亩香
桃，把自己家的楼房利用起来搞餐
饮、民宿，接待游客，建起了自己的

“忆愿阁”农庄。
“外来业主进村了、在外打工

的村民回家了，沉寂多时的真武宫
村热闹起来。”但真武宫村村支两
委一班人异常冷静，每一个业主的
到来，从土地流转到投产见效益跨
度时间太长。真武宫村决定，围绕
土地进行深化农村改革。“既让业
主产业发展得起来，又要保障村民
的权益。”

为此，真武宫村成立土地流转
服务站，对全村承包土地进行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
改革，将村民流转整合土地进行科
学规划，并对投资业主经营资质、
投资能力，以及经营项目的市场行
情、效益等进行评估，有意识引导
发展有前景的产业，力争保证土地
上投资项目的成功。

在真武宫村，土地经营权正式
流转后，业主得先交3笔钱，一是
青苗补偿费，二是土地租金，三是
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费。之后，村
土地流转站负责土地流转中的矛

盾协调、产业服务、农业项目申
请、村内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
及安全秩序维护等责任，既保护了
农民的利益，也保护了农庄主的权
益。

在真武宫村，同是大学生的桂
何瑜与丈夫马明宽辞掉城里的工
作，来到这里流转来97亩地，分片
种植起晚熟血橙、李子、葡萄等水
果，建起“橙里城外”农庄。

截至目前，真武宫村先后引进
向葡萄、橙里城外、卓润庄园等26
家农业企业，建起了农业公园，形成
了葡萄、草莓、苗木、垂钓四大支柱
产业，并孕育出“向葡萄”“桃林社”

“三鼎华乡”“卓润”等一批知名农业
品牌，发展起了以鲜果采摘为载体
的休闲体验农业，年均接待游客30
万人次，年产值达1亿多元，项目区
村民人均纯收入超过2万元。

“村里来了能干人。”真武宫村
党支部书记孟小林称，有科学规范
的土地流转机制做保障，业主雄厚
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市场营销理
念保证了产业的成功。她坦言，

“龙头企业的有效带动是真武宫村
的成功之道。”

6月底，西彭镇又新添了一座
以乡间田园乐趣为主题的公园，名
曰乡趣公园。

乡趣公园位于西彭镇长石村，
面积约13万平方米，分为农作物
种植区、人工植物造景区、阳光草
坪和桃林、植物迷宫等几大区域，
从而构建起原生态田园休闲公园。

“取名‘乡趣’旨在重拾逐渐消
逝的田间野趣。”西彭镇党委宣传委
员廖洪英介绍，“乡”就是乡村里的
特色，在种植区种植有农作物；“趣”
体现在趣味，在公园里可以亲子、亲
水，园里有果树，可赏花、可采摘、可
露营，有乐趣。“用新的热门景点把
城里人请到我们村里来。”

长石村地处城郊结合部，是原
宝华乡政府所在地，遗留的老街近
2公里。长石村依托都市人群和自
然历史资源，突出“城市范儿、乡村
味儿”，实施“一个基地”“一条老
街”“一座公园”“一片院落”等“四
个一”工程，全力推进长石综合示
范村建设，倾力打造乡村旅游发

展，壮大特色集体经济。
2018年，长石村被确立为九

龙坡区乡村振兴“五十百”工程的
产业示范村。借助乡村振兴政策，
长石村提出“一个基地”建设，依托
重庆杨斯桥生姜种植股份合作社
大力发展生姜种植业，生产高质量
高产量的生姜；同时计划把生姜与
蔬菜进行轮种，达到夏有生姜，冬
有蔬菜，打造绿色生态的品牌，既
可以为村民带来直接可观的收益，
也能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目前，专业合作社在12社、17
社正开展生姜种植实验，并已完善
农业基础设施，不少村民开始回家
开办果蔬采摘园，逐步形成果蔬采
摘与渔业垂钓产业。

在长石村有一条老街，街上房
屋多为上世纪60年代建筑，具有
一定的历史韵味和建筑特色。为
此，长石村启动老街风貌整治，以
长石老街为中心，对老街两旁的民
房外立面改造、街头街尾的环境绿
化美化，并建设农副产品生鲜市场

打造民国风旅游景点，拉动长石村
旅游业。到今年10月，这条老街
将开街迎客。

9月2日，谭用林回到了长石村
老家砖房子院落。此前40来年，他
和老伴一直与儿子一家住在主城，
村里的土瓦房早已破烂不堪。

“原以为老家再也回不去了。”
谭用林说，今年初，长石村对砖房
子院落、双王殿院落等5个院落及
76户农房外立面进行整治。他自
掏2万元钱，将老屋从里到外装修
一新，“老屋整好了，院落变美了，
我们打算回来搞乡村旅游。”

据统计，实施院落整治项目以
来，长石村共新建便道4公里、污
水管网2.1公里，改建化粪池103
个、标准鸡舍16座，实施庭院绿化
8000余平方米、农房外立面整治
76户、同步配套建设停车场3处、
垃圾收集房5座、旅游公厕3座。

长石村负责人称，通过外立面改
造和院落整治，不但改善了人居环
境，还成为市民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稻花香里说丰年 村里来了能干人

“请到我们村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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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彭镇立足
实际，在实施乡村战略中
突出抓好“产业振兴”这个
根本，并取得了显著成
效。日前，西彭镇党委书
记李锡智介绍了探索三种
产业发展模式的思考。

问：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推进“产业振兴”，西彭
探索的三种模式具体指什
么？

李锡智：新民村就是
“三变”改革发展产业、真
武宫村就是能干人带动做
强产业、长石村就是依托
都市人群培植产业。

问：三种产业发展模
式的实践，对您们有何启
发？

李锡智：产业振兴既
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要人
云亦云，更不可以“一刀
切”，要结合实际、因地制
宜、因时制宜，既要梳理自身的土地、
劳动力、气候、区位，以及历史文化自
然资源，还要分析区域产业布局和市
场行情和趋势，从而来决定自身的产
业发展。

问：通过实践，现在西彭镇产业
振兴的思路是什么？

李锡智：一是厚产业“底子”，做
实产业载体、擦亮产业品牌、树好产
业标杆，坚持从农业供给端发力，推
动农业向产业链高端迈进；二是亮旅
游“路子”，“点”上造景、“线”上构景、

“面”上扩景，探索“旅游+”融合发展
路径，按照“多点联动、全景覆盖”推
进全域旅游建设；三是定发展“调
子”，以“节会活动”聚气、以“创意产
品”造血、以“互联网+”增效，让好“风
景”带来好“钱景”，让好“钱景”反哺
好“风景”，实现农旅发展美美与共。

西彭镇新民村

收成的日子 满地葡萄架

真武宫村卓润庄园 摄/李显彦

长石村休闲广场一隅 摄/李显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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