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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了！”去年年底生产基地
的分红，至今仍让石柱华溪村低保

户何绍余振奋不已。这在他
看来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儿，
过去因为缺乏收入手段，
何绍余一度靠低保过
活，不但说起来难听，
更是只能维持基本生
活。

“谁能想到，我
一个农民也能当上
老板。”何绍余口中
的当上老板是指他
以土地流转村集体，
入股村产业基地，每

年获得分红。“除了田
地流转给了村集体，我还

在生产基地当工人，每月能
拿到工资2000多元，日子过

得很舒坦。”
据华溪村村党支部书记王祥生

介绍，类似何绍余一样受“三变”改革
获益的，还有全村所有农户。2018
年，该村在有序开展清产核资、界定
成员、量化确权基础上，组建了华溪
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合作社运用
产业资金，与部分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共同出资成立了中益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

“按照‘人口股’量化确权到户到
人，村民以承包的土地资源入股，公
司每年对村民进行保底分红和效益
分红。”据王祥生介绍，如今通过对全
村1200亩在耕地和可利用荒地的统
一生产经营，该村因地制宜大力发展
了黄精、脆红李、皱皮木瓜等特色产
业。截至2018年底，中益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为本村农户发放劳务工资

110余万元，实现村集体收入20万
元，户均增收3500元以上。

华溪村的改变只是石柱“三变”
改革的一个缩影。为进一步推动改
革红利惠及更多农户，今年来该县印
发了《石柱县2019年扩大农村“三
变”改革试点工作方案》，指导3个新
增试点村因地制宜、蹄疾步稳开展改
革试点。

今年除华溪村这个市级改革试
点村外，石柱还择优选择中益乡坪坝
村、冷水镇八龙村和黄水镇金花村3
个村探索实施，各村将结合乡村振
兴、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通过盘活
闲置农房、土地等资源，发展特色产
业、乡村民宿等项目，增加集体收入，
带动群众脱贫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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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 奏响振兴曲 喜迎丰收年

“ 喜 看 稻 菽 千 重

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秋分已至，稻谷飘香，

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遍观土家大地，在

阡陌纵横的山地间，经

济作物恣意舒展；土家

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

后整洁如镜；在集中发

展的田地间，规模化发

展的辣椒、中药材长势

喜人……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农村农业农民

的改变凝聚于此，处处

涌动着发展振兴的热

潮，呈现出一派欣欣向

荣的新农村景象。

近年来，石柱县围

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与巩固提升脱贫攻坚

成果相结合这条主线，

以转型康养、绿色崛起

为发展主题，以深度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为抓

手，以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为基底，以“三变改

革”为突破，正逐步实

现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

“升级了！”近日，在石柱中益乡
坪坝村，贫困户马学成守在自家今年
4月新栽种的1.5 亩中药材黄精地
里，发出浓烈的感叹：“等到3年过
后，每亩产出能达到6—7万元。仅
这一项就能创收近10余万元。”

这种感叹正是来源对更美好生
活的向往。2014年，因病致贫的马
学成家用着祖辈的方式生产生活，依
靠种植传统“三大坨（玉米、马铃薯、
红薯）”每年收入不到1.8万元。靠天
吃饭更是常态，一场变故就能让他措
手不及。

据石柱县中益乡坪坝村党支部
书记刘成勇介绍，坪坝村地处丘陵山
脉腹地，自古以来土地零碎、贫瘠、坡
陡，坡度在30度以上的土地占到了
全村土地的近七成。过去，该村近八

成村民都是如马学成一样生产生活，
就算加上村民务工收入和家畜养殖，
平均一年下来每户收入也不过2.5万
元。

“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改善
产业结构的愿望从来没有这么迫切
过。”刘成勇说。为此，近年来围绕深
度调整产业结构，该村正将“温饱型”
粮食作物调整为“小康型”经济作
物。截至目前，全村共计发展中药
材、有机水稻、羊肚菌等特色产业
2000余亩。“在去年平均每户就实现
增收3500元，等到明年平均每户将
增收1万元以上。”

同样改变的马学成也因此受
益。因为提前响应，带头发展，去年
他全家全年共计实现收入近10万
元，不但脱了贫更有了持续致富手

段。
坪坝村的变化仅是石柱农业产

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按照“高质量、供给侧、智能化”的要
求，石柱大力发展中药材、干鲜果和
休闲乡村旅游三大主导产业，巩固提
升以辣椒为主的调味品、以莼菜为主
的有机蔬菜、以中蜂为主的生态养殖
三大特色产业，已初步构建起“3+3”
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体系。

“从全县来看，粮经比已从6:4
调整为 4:6，预计今年每亩土地综
合产出率将达5200元左右，不但农
业产业结构实现了质的飞跃，人民
群众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大幅提
升。”石柱县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

“变美了！”在石柱三河镇大林
村，柏树组村民唐治禄一家看着干净
整洁的房前屋头自豪不已：“环境变
好了，不但卫生健康，生活起来也充
满了朝气。”

而这在过去根本无法想象。
2018年，是大林村第一书记卿玲驻
村的第一年。提起刚走进大林村的

印象，她至今记忆深刻：“房前脏
乱差，柴火扔得到处都是；鸡
鸭不圈养，院坝到处鸡屎
鸭粪；屋后阳沟淤积，苍
蝇蚊子乱飞。”

“也是在那时，我
深深地意识到，改变
农村落后面貌助力
脱贫攻坚，第一步就
是需要对人居环境
的改变。”卿玲说，为
此她和队员、村干部

一起瞄准“房前屋后美化、畜牧养殖
改善、后阳沟治污”三个难点，展开了

“乡村颜值提升行动”。
整个“行动”采取“农户出一点，

政府补一点，企业资助一点”的方式
推进，对房前屋后美化，要求柴房搭
起来、围起来、堆起来，对畜牧养殖改
善实行猪有猪圈，牛有牛棚，对后阳
沟治污进行疏导、硬化，做到户户能
通，条条能畅。

“通过一年的治理，如今大林村
3个村组中，柏树组、宇城组已然焕
然一新，颜值满满。”卿玲介绍，下一
步针对该村常住村民较少的高旗组，
该村还将制定个性治理方案，为下一
步发展乡村旅游打下基础。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
宜居乡村，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
农村农业发展，不但需要产业兴，更
要环境美。”据石柱县农业农村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为此近年来该县针对
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
和薄弱环节，正持续聚焦农村垃圾处
理、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整治三项重
点任务，以农村“厕所革命”、生活垃
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
升、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村
规划编制等为主攻方向，重点从“三
规范”“四清”“六改”“五治”“五化”5
个方面持续开展农村人居整治工作。

在推进农村垃圾治理方面，该县
推行“户集、村收、乡镇转运、县处理”
模式，已建立起“五有”垃圾收运处置
体系；在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方面，该县坚持集中治理与分散治理
相结合；在全面整治提升村容村貌方
面，深入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持续实
施“六改”，村庄美化、绿化、亮化、文
化水平大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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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农业 特色效益农业风生水起

美乡村 环境综合整治山村换装

富百姓“三变”改革助力致富增收

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丰收节活动指南，美景盛景等你来

1.2019 年上半年，实现农

业总产值11.93亿元，可比价

增速 4.4%；增加值 7.3 亿
元，可比价增速4.7%；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515元，

同比增长9.6%。

2.2019年上半年已栽植长

效增收产业面积3.62万亩。

新发展的长效产业实现85个
贫困村全覆盖，带动贫困户

6733户。

3.2019年计划新增户厕改

造0.12万户，已完成0.075
万户，占全年任务63%，全县

卫生厕所普及率达81%；积极

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村庄清洁行

动覆盖率达100%；全面推进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畜禽粪便

资源化利用率达83.35%。

4.大力推行土地经营权入
股“保底分红+项目投产效益分
红”等分红模式，企业、群众和村
集体建立股份合作长效利益联
结机制，目前已与农户、村集体
签 订 利 益 联 结 合 同 协 议

38756份，已兑现农民工工

资2676万元，已兑现固定分

红724万元，带动农户3.5
万户，其中贫困户6733户，

实现了联产联业、联股联心。

“山田望稔秋收至”作为第
二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70
地庆丰收全媒体直播活动”特
色乡村庆丰收活动主场地之一
的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洋溢
着秋收的热闹景象。独具土家
特色的歌舞表演、丰收的特色
农产品展示，庆祝着石柱农民
迎来了自己的节日，欢迎各方
来宾共赏秋收美景，共享丰收
果实。

主题：丰收中国 甜蜜华溪
时间：2019 年 9 月 23 日

10：00—12：30
地点：石柱县中益乡华溪

村金溪谷
内容：本次活动围绕“丰

收”主题，结合石柱县非遗文化
啰儿调代表作、石柱县歌《太阳
出来喜洋洋》5段歌词，以非遗
传人唱啰儿调为引，分“丰收中
国 希望田野、千山万水 心系
群众、风情土家 礼赞丰收、决
胜扶贫 丰收报喜、甜蜜华溪
共享喜悦、乡村振兴 代言家
乡”6大篇章分别进行演绎。

活动中编排的节目不仅融
入了土家民歌、土家摆手舞、玩
牛等非遗和民俗特色，还将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元素点缀
其中。其中，在《两不愁三保
障》成果宣传片中，结合了产业
脱贫、健康脱贫、党建扶贫等创
新方式，展现了新时代背景下，
勤劳致富、决战脱贫决胜小康
的决心，抒写了土家人民丰收
奔小康喜洋洋与不忘党恩、感
恩祖国的心情。节目涵盖了舞
蹈、表演唱等多种形式，活动期
间还开展了传统农耕文化取蜜
比赛、传统技艺黄连槽笼脱须
体验，让参与的农民群众都能
享受特色丰收歌舞盛宴，感受
农耕魅力，走进石柱农业的发
展。

除此之外，还有五大配套
活动亮点纷呈。包括土家民俗
文化展示，“两不愁三保障”和
乡村振兴图片展，“丰收消费
季”之丰收集市，“丰收消费季”
之手机培训、网红培育、电商直
播，土家尝新长桌宴。

链接》》

数字看丰收

“丰收集市”展出的农产品备受关注 摄/谭华祥

丰收的喜悦 摄/谭华祥

绿色辣椒基地绿色辣椒基地

有机莼菜基地有机莼菜基地

9月23日，以“丰收中国，甜蜜华溪”为主题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在石柱县中益多华溪村举行 摄/谭华祥

土蜂蜜等农特产品展示成为亮丽风景 摄/谭华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