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时节，沿着南山主干
道的柏油路一直向下，映入眼
帘的是浓得化不开的绿。来到
南岸区放牛村幸福广场附近的
农家小院，白墙灰瓦间的彩绘诉

说着浓浓的乡愁，家家有景，户户
有花，“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如诗般描述的美景在这里呈现。
“没垃圾、臭气、横流的污水，到处都

整洁漂亮，这样的环境城里人都羡慕。”眼
前的景色让村民们颇有感触。美景从何而
来？这得益于南岸区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

“从生活垃圾被严格进行分类，由专人
清运，到实施卫生检查评比制度、‘门前三
包’制度及村保洁队伍等长效管理机制，绿
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正逐渐深入人心。”
放牛村相关负责人唐红东说，美丽乡村美

在山水、美在生态，更美在人文、美在精
神。对此，村里的农家小院先后开展了“五
好家庭”、好邻居、好媳妇、好公婆等评选表
彰活动，促进村庄家庭幸福、邻里和睦。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良好生
态环境是农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南
岸区农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南岸区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充分结
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污染防治攻坚
战”行动计划、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
以及建设“三生三宜”品质城市等重点工
作，将生态振兴融入其中，聚力打好农业农
村污染防治攻坚战，建成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全力打造“生态振兴示范区县”。

值得一提的是，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美美与共，南岸区还开
展了以“五沿”区域为重点的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和村庄清洁行动，并在农村开展大规
模的“蓝屋顶”整治行动，围绕“山、水、城”，
采取“拆、改、添”等建筑屋顶、外立面亮化
美化绿化方式，打造“风景南山”“光影南
滨”的江岸景观名片，有力有序推进大南山
综合治理。

如今，村容整洁、环境优美的新气象让
南岸村落散发出迷人魅力，美好风景与美
好生活正诗意相连。

赵童 刘钦
图片由南岸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提供

以林果、花木、盆景为主导产业，推动都市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南岸 乡村振兴绽放“绿富美”之花

5月12日—18日，南山郡
湿地公园成功举办南山千盆
杜鹃盆景展，吸引来自全国各
地众多的知名盆景大师齐聚
现场交流技艺的同时，更是迎
来全国客商的目光，直接带动
盆 景 销 售 额 突 破 300 余 万
元。更让人骄傲的是，中国风
景园林学会·盆景赏石分会向
南山授予了“中国南山杜鹃盆
景之乡”牌匾，这对提升南山
盆景知名度、提高南山盆景的
品牌价值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近年来，南岸区按照中
央、市委关于“三农”工作的各
项决策部署，聚焦“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着力
推进“五个振兴”，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围
绕建设“强富美”乡村的目标，
推动南岸乡村振兴工作“走在
前列，干在实处”，让“绿富美”
的愿景变成实景，加快建设

“三生三宜”品质城市，实现
“南岸起风景”。

如今，正值金桂飘香、瓜
熟蒂落的丰收之际，以林果、
花木、盆景为主导的特色农业
产业，正结出累累硕果。

在南岸区吴小平葡萄基地，1斤葡萄
可以卖到60元。许多人听到这个价格，都
免不了问一句：“凭什么？”

实际上，这一串看似普通的葡萄，饱含
无数次“破旧立新”的改良。

重庆的土壤多为黄土、红土，下雨后极
易板结，不利于葡萄根系的生长。利用草
炭土、油饼、菌渣、牛粪改良土壤后种出的
葡萄被称为“草炭葡萄”。吴小平葡萄正是
采用这种有机绿色的种植方式，让结出的
葡萄颗粒饱满，口感纯正，绿色、生态、无

公害的同时，价格也实现了翻番。
事实上，在南岸区像吴小平葡

萄一样，进行绿色有机种植的农
业企业不占少数。近年来，南
岸区农委按照相关部署要求，
印发了《2019年化肥农药减
量使用行动工作方案》，并
召开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会、
农药化肥减量工作会、农业
植物检疫技术培训会议等，

对全区规模化农产品生产单位、农药经营
单位、各涉农镇街和区级相关部门人员开
展了系列培训。

同时，在农业企业、种植大户推广化肥
农药双减政策的同时，积极引导农户开展
农药化肥减量增效。并在乡里人樱桃专业
合作社、王袁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吴小平葡
萄园3处建设南岸区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控
害示范片，依托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
社、农业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开展统防统
治。仅今年年初就投入10万元，在全区大
型种植园区安装45盏太阳能杀虫灯，各村
社农业散户布置诱虫黄蓝板1.7万张，绿色
防控种植面积突破3000余亩。

在有效控制化肥农药使用量的同时，
南岸区农委积极推广有机肥使用和秸秆还
田办法，先后整合市区资金17万元，推广
液体有机物料腐熟剂6.5吨，建立1个秸秆
综合利用示范片，实现了全区4300亩玉
米、350亩水稻、1800亩甘薯秸秆腐熟还
田。同时，根据农业生产发展情况，对秸秆

腐熟还田完成较好的农户、大户和业主进
行有机肥奖励，推广有机肥100吨，有机肥
替代化肥达20%以上。

截至目前，全区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
产品认证达50个，8个无公害水果蔬菜基
地年产量达2000吨以上。与此同时，该区
还积极推进“互联网+农业”，并与阿里巴
巴、京东、苏宁云商等全国知名电商平台开
展合作，进行线上网络订购，线下农特产品
的展示交易。仅去年就实现
农产品网上销售 1 亿
元，全区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
入 21039 元，
同 比 增 长
8.3% ，成
为全市农
民 腰 包
最 鼓 的
区 县 之
一。

走进南岸区广阳镇回龙枇杷
基地，虽是秋季，连绵成片的枇杷树

却为坡地、平谷披上绿色锦绣，村民们正
在林下松土除草，基地里一派热火朝天。

“‘金果果’枇杷可是我们村的‘致富果’，为
了明年丰收，咱们干劲可足咧。”回龙村村
民黄玲喜上眉梢地说。

在广阳，每年5月，金黄的枇杷挂满枝
头，吸引无数市民趋之若鹜，体验采摘之
趣，尽享田园之乐。广阳枇杷先后荣获重

庆市名牌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中
华名果”等荣誉，成为南岸的拳头农
产品。

“以农业农村为基础，以绿色

为本底，发挥主城核心区优势，推动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我们打造出‘吴小平葡萄’、

‘广阳枇杷’、‘南山腊梅’、‘南山盆景’、‘南
山特色乡村旅游’南岸农业‘五朵金花’。”
南岸区农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都市现
代农业新业态带动了产业转型升级，推动
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目前，南岸区已形成林果、花木、盆景为
主导的特色农业产业，同时各区域正积极布
局都市现代农业，并结合当地特色着力发展
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创意农业等，变单一农
作物种植为多渠道创新发展体系。

南岸区农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围绕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转型。依

托南山、明月
山、广福山自然
资源，开发城郊型、景
区型乡村旅游项目和线
路，成功打造南山樱花节、南山腊梅节、江
南枇杷节等农业旅游节会品牌，以及北斗
锄禾、清谷问耕、苟家结庐、龙顶摘香四季
垄耕现代都市乡村旅游品牌，促进一、二、
三产业互动融合。

如今，3个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
主体共计160家，其中，农家乐142家、精品
民宿10家、乡村酒店2家、休闲观光农园2
家、乡村旅游景点4个，直接带动当地农民
人均增收上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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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绿色有机 电商带动赋能

三大产业牵引 农旅融合增收

环境持续改善 美丽乡村渐显

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欢庆丰收，共话丰年。9月 23
日，以“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
村”为宗旨的南岸区2019中国农民
丰收节启幕。活动时间一直持续到
10月，与去年不同，今年农民丰收节
将按照“1+5+7”的形式进行。

“1”即在南山壹华里举办南岸区
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主会
场）；“5”即南山街道、长生桥镇、迎龙
镇、广阳镇、峡口镇分别举办的2019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分会场）；“7”即
完成市级交办的专项庆祝活动。

1个特色乡村庆丰收活动
▲南岸区乡村振兴（生态振

兴）图片展示。
▲非遗产品展示销售。
▲丰收节农民节目汇
演。
▲举办农民登山节庆
活动。
▲农耕文化体验：挞谷
子、驴拉磨。

5个涉农镇街乡村庆丰
收活动

▲结合新中国70华诞文艺演
出活动，让农民群众自发组织

的文艺团参加演出，让他们既当观
众更要当演员，提高积极性，丰富精
神文化生活。
▲结合农民丰收节宣传本地特色农
产品。开展蔬果丰收大采摘、稻田趣
味摸鱼、光脚搬螃蟹、七彩蔬菜面制
作、活鸡活鸭等你套、现场打新米等
比赛活动。
▲开展歌舞表演、广阳故事会、南山油画展、盆景展等。
▲以“迎国庆·庆丰收·村庄清洁行动”为主题，组织农
民群众开展“三清一改”集中整治，打造干净整洁的乡
村环境，展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

7个专项庆祝活动
▲非遗展演。
▲民风民俗及农事体验。
▲农业法律进村入户。
▲送文化艺术（农业技术）下乡。
▲送健康进乡村。
▲庆丰收消费季。
▲农业农村成就摄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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