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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去秋来收获忙，遍地金黄谷满仓。9月22
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金溪谷热闹
非凡，1000多名群众身着盛装载歌载舞，为重庆
市“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庆祝活动作最后
彩排。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高兴明介绍，“今年
丰收节，我市将办一场特色鲜明、人气集聚、产销
两旺的盛会。”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
体，农业农村主要经济指标相当于中等农业省
份。经过70年的持续发展，我市农业生产实现
由量的发展向质的提升转变，农民生活实现由追
求温饱到全面小康提升的转变，农村发展由城乡
分割向城乡融合迈进。

70年来，我市农业生产能力大幅跃升，如粮
食产量由1949年的197万吨提高到2018年的
1080万吨，增长了4.5倍；农业农村经济日益繁
荣，如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14亿
元增加到2018年的2050亿元，增长了145倍；
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全市农民收入从1978年的
126元（从 1978 年开始统计农民收入）增长到
2018年的13781元，增长了108倍。

晒丰收的产量——

农业发展模式推陈出新

在海拔 1000 多米的黔江区水市乡新安
村，层层叠叠的梯田里稻浪滚滚，一派丰收景
象。尽管在田间挥汗如雨劳作大半天，但当地的
返乡创业新农人孙小华并不觉得累，说起今年的
收成，他乐得合不拢嘴。

“你能想象得到，如此美丽的梯田盛景，以前
是一大片荒凉的草山么？”孙小华说，“我们把这
里开垦出来后，搞起了‘稻+渔’的立体农业模
式，今年的梯田核心示范基地面积增加到了300
亩，还带动全乡大户发展了700亩。据初步估
算，今年产值将达300万元左右。”

孙小华介绍，他们采用“稻＋渔”的立体农业
模式种田后，梯田生产的稻米和鱼产品统一品
牌，统一品种，统一销售，产品已经通过了国家绿
色食品认证。下一步，他还计划进一步创新模
式，让产品更生态，土地资源效益更高。

“以前山区土地之所以撂荒，一个重要原因
是农民种地不挣钱！现在我的稻田养鱼，亩产
纯收入能达4000—5000元。”孙小华说，他放
弃高薪回乡创业，就是要带领大家改变以往传
统种植方式，通过立体农业让水田产生叠加效
益。

孙小华的“稻＋渔”的立体农业模式，巧妙利
用土地资源，一田两用、一地双收，既符合国家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大战略，又能带领广大
老百姓勤劳致富。

和新安村一样，重庆大部分农村地处山区，
平地少、落差大，可利用水源缺乏，渔业发展受到
严重制约。为此，我市深入推进渔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发展立体渔业、生态
渔业，创新出了“稻田养鱼”等渔业发展新模式，
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渔业之路。去年，我市
水产品产量达到近53万吨，渔业经济总产值169
亿元，渔业发展水平居于西部前列。

“像渔业这样，我市农业产业发展模式推陈
出新，助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总体稳中有进、稳
中向优。”高兴明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市实现农
林牧渔业增加值520亿元、同比增长4.2%；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528元、增长9.1%；
第一产业投资111.2亿元、增长35.5%，高于全市
投资增速29.4个百分点。

晒丰收的质量——

调整结构发展山地经济

山谷里，喜庆锣鼓喧天，热闹的石柱“玩牛”
上下翻腾，有趣的黄连劳作体验欢乐不断。作为
重庆市“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三个分会场
之一，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准备的庆祝活动精彩
纷呈。

观看千人同跳土家摆手舞、参加传统农耕文
化取蜜比赛、品尝土家尝新长桌宴，华溪村精心
准备的庆祝活动，除了邀请当地村民参与之外，
还请来城里游客一同体验丰收之乐。

“我国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国家对农
民的尊重与肯定，也是对农民的关心和支持，更
是对农民极大的激励和鼓舞。”市委办公厅副巡
视员、驻中益乡工作队队长李建树认为，“我们之
所以举办这样极具仪式感的丰收庆典活动，就是
为了激发农民干事创业的热情，加快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步伐。”

地处大风堡原始森林深处“两山夹一槽”地

带的中益乡，海拔800-1900米，地势高低不平、
基础设施落后、发展资源匮乏，农业种植以效益
低的传统“三大坨”（红苕、玉米、土豆）为主。驻
乡扶贫工作队实地调研后，提出了以调整产业结
构、“三变改革”，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
方向。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地处半山腰的华溪村的
16个村民瞄准了海拔落差上千米的自然景观，
发动全村实施了一场“三变改革”：2017年11月
3日，由村集体占股93.6%、16个村民占股6.4%
的公司——中益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公司大胆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的“三变”改革，并将改革第一步瞄准了深度
调整产业结构。

村民将1000余亩玉米地、红薯地、闲置地等
土地入股公司，这些土地经开挖平整后种上了黄
精、木瓜等优质中药材，脆桃、脆红李等畅销经果
林，菊花、牡丹等高效观赏作物……经过公司两
年打造，如今，脆桃脆李观光采摘园、荷塘月色垂
钓基地、金溪旅游观光步道、牡丹露营体验区相
继建设，一幅瓜果飘香、风景优美、农旅融合的华

溪画卷正徐徐展开。
“改革带来新气象！”李建树介绍，目前，中益

乡7个村全部成立了集体经济组织，推动了土
地、资金、劳动力按市场规律集约，拓宽了贫困群
众持续增收的渠道，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战斗力。预计到2020年，中益乡7个村的集体
经济组织总产值将达1200万元，收益200万元
左右。

放眼全市。从地理条件看，重庆大多数地方
属典型的丘陵山区，山高坡陡、沟壑纵横。全市
耕地3500多万亩，常住人口人均1.16亩，仅为全
国平均水平的77%；15度以上坡耕地占51%，单
块1亩以下耕地占80%以上。这样的条件，无法
像北方平原地区那样实现农业产业大规模发
展。所以，效益相对较低的“三大坨”长期是农业
的主导产业。

要在“鸡窝地”“巴掌田”上提升农业、农产
品质量，就必须实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近年
来，我市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大力
实施科技兴农等，让重庆农业的质量有了大幅
提升。

晒丰收的品位——

品牌培育富了乡村

几天前，在位于合川太和镇石墙村的千亩老
松树林里的重庆市万源禽蛋食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万源公司）基地，一位客商一次性订购了数
千枚单价6元的有机鸡蛋——“石丫越野蛋”。
今年截至目前，该基地养殖的4000只土鸡，已创
下500万元产值。

万源公司是重庆唯一一家通过中绿华夏有
机食品认证中心认证的鸡蛋生产企业，其产品先
后获得了无公害、绿色、有机等认证。其中，石丫
越野蛋品牌的培育，整整用了8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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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获得有机农产品认证以来，尽管每枚
石丫有机越野蛋售价不菲，尽管一年产量有80
万枚，但仍供不应求。

前不久，在河南驻马店市举行的第22届中
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几位市民

对江津“彬哥花椒”展台的一款鲜椒清汤鱼调料
充满好奇：“这样的火锅真的能直接喝汤？重庆
火锅不是红色的汤吗？这一大桶汤只能吃一餐
后就倒掉么？”

“彬哥花椒”创始人杨彬耐心地给他们解释：
“这款鲜椒清汤鱼调料是我们的最新产品，以上
乘的青花椒和青辣椒作为主原料炒制而成，煮出
来的鱼味道鲜美，鱼汤也可以直接喝。去年8月
该产品一经上市，就成为‘网红’产品，至今已卖
了300吨，实现销售收入1200余万元。”

“像万源公司和彬哥花椒一样，如今越来越
多的企业开展了‘三品一标’建设。”市农产品质
量安全中心主任黄昀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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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底，全市有效期内“三品一标”
产品已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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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名牌农产品有437个。

巴 渝 大 地 五 谷 丰 登
——写在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之际

本报记者 汤艳娟 实习生 吴志杰

让“工匠精神”根植师者心底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随着当今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工业化步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
段，“工匠精神”的培育成为职教现
代化发展的内在诉求。

“匠心、匠术、匠德”不仅是一
种职业要求，也是一种职业态度，
更是一种职业精神。重庆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不断探索职业院校行
政工作者工匠精神的塑造，将其真
正贯穿于个体自身及其工作之中，

让工匠精神植根每个行政工作人
员心底。

“匠心”即爱岗敬业、乐于奉
献，这是“工匠精神”的力量源泉，
也是行政工作者工作的初心动力。

在职业院校从事行政工作不
同于专任教师，虽不是在教学授课
的第一线，却仍在教学管理的第一
线；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不仅兼职代课，还兼职承担班主任

等工作。他们身兼数职，不仅对自
己所从事的工作尽职尽责、认真负
责，而且在面对各种复杂的问题
时，不忘初心，始终保持对工作的
热情，做好分内之事，尽心尽责，用
最朴实的行动诠释爱岗敬业的精
髓。

“匠术”即团结协作、精益求
精，这是“工匠精神”的重要内容，
也是行政工作者的必修品质。

在学校日常工作中，各种事务
性的工作往往需要各部门的密切
配合、协作完成，因此认真严谨的
态度，团队合作意识不可或缺。他
们在面对师生时以身作则，用严肃
认真的态度对待每一件事，不仅确
保了工作的质量和结果，也在无形
中将这种优秀品质传递给学生，让
学生学会了正确的为人处世方
法。他们非常重视集体和团队的

力量，以高度的合作精神把工作的
每一件小事做出色。

“匠德”即学无止境、锲而不
舍，这是“工匠精神”的传承发展，
也是行政工作者工作的重要保证。

学校行政工作者在提高自身
业务能力、不断学习专业知识的同
时，也不断加强对教育学、管理学
等相关学科的学习和了解，做到了
教学管理和自身科研两不误。这

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务实肯干的行
动让他们在工作中取得丰硕成果。

近年来，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不断探索职业院校行政工作者
工匠精神的塑造，让“工匠精神”真
正沉入行政工作人员心底，行政工
作人员坚守“匠心、匠术、匠德”，为
更好地服务师生个性成长，服务教
育改革发展做出了贡献。

甄真

按照重庆市总工会《关于开展2019年重庆市“当好主人翁、建
功新时代”网上劳动和技能竞赛暨寻找宣传发布“巴渝工匠年度人
物”活动的通知》（渝工办发〔2019〕31号）要求，在100名巴渝工匠
中寻找宣传发布2019年巴渝大工匠10名，经公开推荐、专家评
审，现将2019年巴渝大工匠名单公示如下：

1.公示时限：2019年9月23日至9月25日，共3天。
2.反映情况方式：以电话、传真和信函等形式向重庆市总工会

反映（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反映情况必须用实名，并实事求
是、客观、公正、具体。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57号（汇源大厦13层），邮编：
400015。

电话：63617537 63862866；传真：63617537。
重庆市总工会

2019年9月23日

2019年巴渝大工匠公示名单

张永忠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刘永刚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锻压工
邓建华 重庆航天火箭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李宪洪 重庆神州管道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陈卉丽 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保护工程中心主任

李红勇 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项目高级工程师
刘 平 中国四联集团重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司首席技师
黄德勇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工班长
张天友 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607地质队队长助理兼副总工程师
张 毅 重庆市电力公司南岸供电分公司运检部带电作业管理专责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19〕13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9月23日9时—2019年9月29日16时。9月23日9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领
取竞买须知等资料。公告期满，同日申请购买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确定地票购得人；
同日申请购买总面积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挂牌方式确定地票购得人，未成交的，继续挂牌交易。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网站,在地票专栏中查询，网址：http://www.ccle.cn/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楼8楼，联系电话：63836045、63832367（FAX），联系人：王先生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19年9月23日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号：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19013（总第106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817905

亩

1226.8575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301

万元/亩

20.0667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9月22日，在梁平区安胜镇龙印村收割后的稻田里，农民用今秋收获的辣椒和玉米摆出巨型国旗图
案和“70”字样，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通讯员 高小华 摄

▲近日，荣昌区在清江镇举行庆丰收活动。在一片丰收的稻田里，人们载歌载舞分享丰收的喜悦。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9月22日，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居民点，
庆丰收的“土家尝新长桌宴”吸引了来自四面八
方的土家百姓。 特约摄影 谭华祥

▲9月19日，黔江区马喇镇农民在收割水稻。
特约摄影 杨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