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南川两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在中央
电视台《我的美丽乡村》栏目中播放后，成为大
家热议的话题，其中兴隆镇金花村，发展现代农
业引人瞩目。

兴隆镇曾是南川的“鱼米之乡”和粮食主
产区，下辖的村居中，尤以十里沃野、一脉青山

的金花村条件最佳。然而，在从传统农业向现
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或许是由于传统农业的
种植观念根深蒂固，金花村的转型之路走得并
不顺畅，曾遭遇过“有田无人耕、有人不耕田”
的尴尬，甚至出现过土地成片荒芜、开采非煤
矿山等情况。

传统农业如何突破固有瓶颈？在乡村振
兴的过程中，金花村通过一系列土地经营权流
转的探索与实践，将零散的土地打包、整合，接
连引入大型产业项目，既提高了农地利用率和
村民的土地收入，又让传统农业迸发出了产业
化的聚集效应。

□本报记者 颜安

相关新闻

记者手记

CHONGQING DAILY
周刊
WEEKLY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2019 年 12 月 4 日 星期三

主编 张国勇 美编 李梦妮

■脚步丈量乡村 ■深度服务三农

9

粮食满仓腰包却不鼓

11月25日，金花村七社社长唐
泽术如往常一样，来到了地里，招呼
村民整治田坎，关好灌溉水，以备来
年的水稻生产。

地还是自己的承包地，但经营权
和收益却早已归了老板，唐泽术仅仅
负责管理而已，每个月工资2000多
元。他觉得这样“乐得清闲”，“不用
管市场行情，也不用去算账，每个月
只管拿工资就行。”

在需要自己种植、管理、售卖稻
谷的那些年里，唐泽术挣得远没有现
在这样多。

“哪里谈得上挣钱，基本上就图
个温饱就成。”他掰着指头给记者算
账，“1公斤谷种七八十块、肥料100
多块、农药也是100多块，这些是一
亩稻谷需要的硬杠子投入。”

如此一来，每亩地大概产1000
斤稻谷，卖出去后满打满算也才
1000多元，“这还没算人工费用呢，
如果按每天80块钱的人工费来算，
那就亏到家了。”唐泽术补充道。

金花村海拔区间700-1000米，
土壤肥沃，气候宜人，是个适宜种庄
稼的好地方。但不少村民却和唐泽
术一样，一到秋收就面临着“尴尬”：
粮食满仓，腰包却不鼓。

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比较效益太
低。金花村有耕地 8027 亩，林地
7900多亩，人口约4300人，人均耕
地并不少。但这并不能构成农民依
靠土地增收的必要条件。金花村老

支书周文焱回忆，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村里的土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
的，收割后的稻田与闲置的田土交错
相间，放眼望去一片土黄色。

“种得多，亏得也多，别看收获时
家家户户粮食都成堆，可真正到手没
几个钱，更让大伙儿的心凉了半截。”
周文焱坦言。

久而久之，许多人选择了外出务
工，成片的土地就闲置了下来。由于
多种多亏，没有出去打工的人也把地
闲了下来，“就种自己的口粮田，够吃
就行”。

由此，与同期工业化、城市化的
狂飙突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田
无人耕，有人不耕田”的尴尬在金花
村不断蔓延，曾经的“鱼米之乡”盛名
不再，转型迷雾重重。

石英砂矿主的“退二进三”

市场经济下，“村村点火、户户冒
烟”的早期工业化图景在不少农村并
不鲜见。金花村虽然因为各种原因
没这么干，但却依托仅有的石英砂矿
产资源，开始了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
业的初次转型。

石英砂矿属于南川市民卢开远，
开办于20年前，设计能力5万吨/年，
开采面积近40亩。卢开远坦言，其
矿属于湿法加工，对周遭环境影响并
不大，但对地表植物的破坏和加工时
的噪音，还是让村民有些怨言。

当时，石英砂矿成为了金花村民
务工的重要去处。“最多的时候请了
几十个人务工，挖机驾驶员每个月工

资有6000多元，其他工人每月也有
3000-5000元。”卢开远告诉记者。

正因为如此，对于石英砂矿，村
民们可谓又爱又恨，爱的是只要被成
功聘用，每月工资甚至不输于城里
人，恨的是眼看着好端端的地被挖下
去几米深，地面光秃秃的，十分心
疼。还有的村民因为在矿上打工，患
上了矽肺病或者出过安全事故，更是
得不偿失。

随着国家对环境的重视持续升
温，卢开远有了转型的打算。“林业、
国土、环保等部门盯我盯得特别紧，
要求我恢复植被等。”他说，“破坏植
被，每平方米24元的罚款还算是轻
的，情节严重的要翻倍，甚至还有入
刑的可能。”

另一方面，经济转型后，主要作
为玻璃生产原料的石英砂不再俏销，
让卢开远倍受冲击，逐渐有了转型的
打算——2015年，按照南川出台的
《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方案》，他
开始在矿区种上李子、桃子、葡萄等
果树，并借此开办了农家乐，“退二进
三”迈出了第一步。

转型后的卢开远，从生态环保部
门的“眼中钉”变成了农业产业部门
的“座上宾”：成为市农科院的品种试
验基地，他获得了20万元补贴；荒山
造林和低效林改造，他得到了6万元
补助；冷藏库建设，南川区送来了10
万元补助政策；打造农业农村部农业
科技推广示范培训基地，又获得了一
次性20万元补贴；此外，养老公寓一
旦申报通过，卢开远还将获得最多80
万元的补贴……

种种扶持，让他由衷感叹：“在农
村，就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走在乡村振兴大道上

不仅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还
得依靠规模种植和新型农业科技，才
能让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才能让
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

一些村民开始了自行探索。例
如，曾在外务工长了些见识的村民杨
放，就在村里流转了一些土地种植莲
藕，且长势不错、品质上佳，成为了南川
几所学校的定点供应商，收益颇丰。

六七年前，贵州人龙忠福亦曾在
村里流转了100多亩地种植蔬菜，收
益也不错。

两者的规模虽然都不大，却给村
里、镇里以启示：规模，才能产生效
益；生态，才是乡村振兴产业的不二
之选。

于是，在区里、镇里对金花村土
地进行大规模整治和整体招商引资
后，一些大项目纷至沓来。

11月25日，记者登上金花村的
制高点，眼见曾经闲置的大片山坡变
得郁郁葱葱，茶树碧绿连绵绿浪涌，
心情顿时舒畅。

荒山变茶山，与不远千里而来的
浙江安吉人宋昌明和叶康荣有着直
接关系。如何把金花村的绿水青山
变为金山银山呢？宋、叶二人给出的
答案是：发展白茶产业。

2016年，宋昌明、叶康荣在金花
村流转2700余亩土地，种植白茶。
从此，两人轮班在金花村项目上驻

守，每次轮班时间为一个月。记者采
访时，刚好轮到宋昌明“值班”。

“这里原来是火烧迹地，地上几
乎是颗粒无收。但种植上白茶后，每
亩可产120斤鲜叶，用以制作25-30
斤干叶，每斤价格约为1500元。”他
说，“明年，这里就将建起一座采茶
厂，原来的不毛之地将变成生态高效
茶叶基地。”

土地质效发生脱胎换骨巨变的，
还有原来的粮食耕作区。连同唐泽术
的地在内，数百亩良田被流转给了李维
娜，一名主城来的业主——她用这块
地种植再生稻。让老唐啧啧称奇的是，
地还是原来那些地，种的依然是稻谷，
但现在的价值却大不一样了。

再生稻亩产赶不上普通水稻，仅
有六七百斤，但每亩稻谷可打出200-
300斤一级米，通过包装后每斤售价
高达40元。这样一来再生稻田的亩
产值就达到8000-12000元，再加上
一些碎米的价值，稻田身价倍增。

更多的土地被成片流转给了重
庆嘉蓝悦霖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为了该公司蓝莓生产基地的重要
组成部分。“每亩产量1000斤，亩产
值可达3万元。原来的低效田，现在
也成了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了。”该
公司生产部副经理程德平说。

一个个现代农业项目，如同一股
股新鲜血液注入，正让金花村焕发出
新的生机。“产业振兴，乡村才能振
兴，”兴隆镇农服中心主任王先华说，
村里的转型还在延续，将借助这几大
产业发展乡村旅游，继续延伸产业
链，走上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金花村的转型，实际上可以
看成是从农业大村向农业强村的
迈进。

过去的金花村，农业多不
多？多！但老百姓腰包鼓不鼓？
不鼓！

这就是结构问题。从产量上
来看，金花村的粮食产量是充足
的，能满足需求，但品质并不出
众，因此往往卖不起好价钱。引
入再生稻后，粮食的产量下降了，
但身价却翻了几十倍，这是品质、
品牌带来的优势。

我们也能从金花村的转型过
程中发现，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以
科技为支撑：一方面，我国60%的
农田耕地是中低产田，没有本质
的改良，农业很难发展；另一方
面，我国用 7%的耕地，消耗了世
界上 35%的化肥，一亩地承担的
环境压力有多大，所面临的问题
不可避免。因此，还是回到再生
稻上，由于不打农药、不施化肥、
科技加持，才有了身价倍增的结
果。

通过采访，记者也有了一些
新的体会。比如，白茶业主宋昌
明就很担心劳力不足的问题，他
们明年就需要 400 名采茶工人，
后年更是需要 800 人，巨大的人
力资源缺口让他很头疼。事实
上，这是大多数农村面临的普遍
问题。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
户，主要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
人，不光身体状况堪忧，而且知识
储备不够、技能偏弱，这是制约农
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乡村振兴需要人才，但农业
能不能吸引人才，能不能引来和
留住企业家，能不能吸引到投
资，首先是看效益。要解决效益
问题，不是依靠政府补贴，而是
靠农业的结构改变，走精细化的
道路。

记者也欣喜地发现，由于结
构的调整、社会资本的进入，一些
原来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开始慢慢
地回来了。希望金花村以此为契
机，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迎来真
正的振兴。

金花村
转型有感

本报讯 （记者 颜安）乡村振
兴，产业兴旺是重点。11月29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南川区农业农村委获
悉，该区以产业振兴为基础突破口，
整合政策、汇聚力量，促进多产业融
合联动发展，目前全区37个乡村振
兴示范村的产业规模达到11.5万亩。

“我们通过各种办法来推动产业
振兴。”南川区乡村振兴办办公室负
责人黄玲介绍。

一是多元投入，统筹整合农业产
业发展资金7784万元，并改进资金
投入使用方式，主要用于扶持重点区
域、重点产业、重点项目、重点品牌发
展；同时引导区内金融机构量身推出

信贷产品，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累计发放贷款9000余万元；在吸
引社会资本上，则加紧制定激励政
策，新引进种养及加工项目10个，签
约额6.43亿元，到位资金2.55亿元。

二是强化品牌塑造，每年调减低
效经济作物0.5万亩以上，新增农产
品“三品一标”认证30个（其中绿色
食品21个），使全区“三品一标”认证
达到118个。此外，加大品牌营销力
度，“金佛玉翠”获重庆名茶称号，“南

川大树茶”列入重庆茶叶三大品牌；
“金佛山贡米”被评为重庆市“十大好
吃米饭”，“南川米”获评重庆市十大
区域公用品牌。

三是用“龙头”来提升示范带动
力。“我们加大扶持激励力度，新培育
区级农业龙头企业11个、农民合作
社22个、家庭农场56个，全区形成
111个龙头企业、1430个农民合作
社、742个家庭农场的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规模。”黄玲表示，区里还引导业

主开展全产业链建设，新培育中药材
5.6万亩、茶叶1万亩，新增方竹笋1
万亩、低改方竹林3万亩，新建精品稻
米基地1.7万亩。

四是提升农业科技含量，通过“产
学研推”、充实科技人才队伍等，培育科
技示范户740户，农业新技术、主导品
种和主推技术入户率达到95%以上，
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98%以上。

五是强化利益联结，整合涉农产
业资金6292万元用于股权化改革。

采取“保底收益+按股分红”形式，增
加基地农户和村集体收入，增强发展
内生动力。已下达产业项目56个，
与农户建立联结机制和贫困户到户
项目占70%以上。

上述措施，推动37个乡村振兴
示范村的产业振兴有了新亮点：德隆
镇隆兴村大树茶加工厂建设项目全
面投产，年生产能力可达50吨；木凉
镇汉场坝村新发展200亩花卉基地
和茶叶综合体项目；神童镇金钟居委
引进“陈昌银”麻花加工厂，发展食品
加工业，实现年产值3000万元……

下一步，该区还将加大试验示范
力度，建基地、育龙头、树品牌、延链
条，大力发展“3+1”特色产业，推进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推动乡村产业
振兴。

南川 37 个乡村示范村
产业规模达 11.5 万亩

南川“鱼米之乡”一波三折的转型路

◀金花村白茶基地。 通讯员 任前蔚 摄

▲以前的稻田变成了蓝莓基地。图为村民在蓝莓
基地务工。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颜安摄

▲曾经的石英砂矿主卢开远，如今已变成了“鹅
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