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草医药价值极高。近年来，铜梁依托
这一资源优势，通过初深加工成了10多款养

生产品，形成了集种植、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全

产业链，同时也形
成 了 集 艾 草 种
植、产品研发、艾
文化体验、养生
保健、农旅融合
的产业集群，实
现艾产业年产
值 达 2000 万 元

以上，产品卖向全
国更是供不应求。

2013年以来，通过“公司+集体+农户”的
发展模式，铜梁平滩镇先后

栽植“三红柚”“黄心
柚”“金桔柚”等优质

蜜柚 1.2 万亩，带
动全区发展蜜柚
达2万余亩。其
中“ 泰 鸿 山 蜜
柚”“巴岳柚”通
过国家绿色农
产品认证，并依

次摘得重庆市农
产品称号、第二十

四届中国杨凌高新科
技成果博览会“后稷特别

奖”。“平滩牌三红柚”连续获得第十九届、第
二十届全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

铜梁莲藕种植历史悠久，尤以土桥镇荷美
莲藕合作社种出的莲藕享誉西南地区。通过

“公司+基地+大户”的抱团
发展模式，铜梁区发展

莲藕5万余亩，仅荷
美莲藕合作社种
植的莲藕面积达
到1.2万亩，年产
值突破 6000 万
元，同时通过初
深加工利用荷
叶、荷花、莲藕、

莲子等，先后加工
出荷叶茶、莲子八宝

粥、藕粉等产品，深受市
场青睐。

铜梁养殖鹌鹑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分
布在旧县街道、二坪镇、安

居镇、石鱼镇、侣俸镇
等镇街，目前共存栏

鹌鹑 300 万羽，年
产蛋 8500 吨，是
西南地区最大
的鹌鹑生产基
地。近年来，重
庆伯德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自主

研发出富含DHA
的鹌鹑蛋，并开发

出鹌鹑蛋面条等系列
产品，深受消费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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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对于铜梁区来说，
农业发展成果颇丰，足以交上
一份满意的年终成绩单：加快
创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成功
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区，
预计全年实现农业总产值70亿
元，增长9.5%；农业增加值45
亿元，增长2%；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9708
元，增长9.8%。

成绩斐然的背后，是该区
近年来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
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实
干笃定前行，坚持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结果。通过以西郊示范
片为牵引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发展集体经济提振产业规模鼓
足农民腰包、发展绿色生态农
业提升农副产品品牌价值，进
一步夯实了“三农”高质量发展
的底色。

推动农业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迈进——

铜梁 夯实“三农”高质量发展底色

关键词：融合
以西郊示范片为牵引推动产
业融合发展

驱车驶进西来村，一排排笔
直整齐的美国红枫迎风而立，随
着道路一直向远方延伸。这是
去年铜梁玄天湖旅投公司与外
地企业共同打造的3000亩彩色
苗木基地。按照规划，当地除引
种美国红枫外，还将引进美国海
棠、豆梨植物，建设集彩色苗木
培育、科研、种植、展销、休闲旅
游于一体的西部最大彩色苗木
基地。

事实上彩色苗木基地只是
“西郊”示范片上产业发展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该区按照“串点连
线、成片扩面”的思路，在5个镇
街 24个村（社区）规划占地 120
平方公里的西郊示范片，并完成
绿道60公里建设，先后聚集发展
起以观赏荷花和莲藕为主题的荷
和原乡景区，依托农田、水库、山
林等种植五彩缤纷玫瑰花的玫瑰
岛，以葡萄和沃柑采摘为主题的
水果种植、苗木种植基地等，并形
成了精品花卉苗木、精品果蔬、精
品养殖、精品民宿等特色产业，做
大做强了成王果业、科赛农业、牧
堂纯、荷和原乡等重点产业基地
的同时，更是促进了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如今，在“西郊”示范片的牵
引下，田园变花园、产业园区变
成旅游景区，各产业串联成珠，
标准化特色化发展。目前已先
后引进培育92个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精品花卉苗木、精品
果蔬、精品养殖等特色产业3.46
万亩，建成“铜梁龙灯彩扎基地”
2个，打造精品民宿3家、精品农
家乐17家，充分展现原乡风情、
大美铜梁地域特色和现代农业
发展成效。仅去年，“西郊”示范
片就被获评为重庆十大最美乡
村，土桥镇六赢村获评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全区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接待游客700万人次，实
现综合收入24.2亿元。

关键词：共赢
发展集体经济提振产业规模
鼓足农民腰包

去年对于少云镇海棠村一社村
民彭白术来说算得上是一个丰年，
他算了笔账，4亩坡地交给村集体
后，收入2800元钱，加上到专业服
务队务工的7000多元，去年仅依靠
艾草产业，他就收入了近万元。更
让他高兴的是，去年他将房屋重新
整修一番，开起了农家乐，顺带销售
家里的土鸡蛋、老腊肉等农特产品。

老彭家门口能挣这么多钱，得
益于村里探索的新型集体经济。

“通过‘公司+村集体+农户’的合
作模式，破解了村级集体经济薄弱
的现状，实现农民增收、公司盈利
和农村集体经济壮大的三方共
赢。”少云镇相关负责人刘有春一
脸感慨。曾经闲置的坡地也都利
用起来种上了艾草，绿化了荒山，
成为村民增收的“绿色银行”，让过

去凋敝的小山村又重新聚起人气，
燃起致富的希望。如今，在村集体
的带动下，艾草从零星种植发展到
维新、安居等镇规模种植艾草万亩
以上，带动数万农民增收致富。

海棠村利用新型集体经济让
沉睡的资源变成了资产，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源自于一场深刻的农村
变革。近年来，该区围绕向闲置土
地、闲置产业、流转土地、农村电
商、产业融合发展、大户带散户要
集体经济“六要”路径，统筹安排
市、区两级资金累计1亿元支持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建立起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村集体+农
户”利益联结模式，利用荒山荒坡
发展花椒、柑桔、艾草等集体经济
产业3万余亩，198个“空壳村”全
部“脱壳”。在助力产业向规模化
发展的同时，更是实现了全区村社
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2536 万元，
167个村集体实现收入5万元以
上，村民户均增收数千元的目标。

关键词：赋能
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提升农副
产品品牌价值

去年，得益于服务农业全产
业链综合平台——“神农大脑”的
横空出世，铜梁全年电商交易规
模达到30亿元，美瓷刀等8家企
业线上销售额突破千万元。李千
金农业、新鲜C果等本地农产品
销 售 额 达 到 1500 万 元 ，增 长
30%，让待字闺中的农副产品卖
到全国的同时，农副产品的品牌
更是声名远播。

电商做媒“吆喝”农副产品品
牌的同时，铜梁更是立足农产品本
身，通过推广绿色种养殖模式，使
用绿色防控技术等，实现农产品从
种植到管理再到采摘全过程的绿
色生态。如今，已先后建设了绿肥
示范片、配方肥+有机肥示范片8
万亩，推广应用池塘“一改五化”技
术 3万亩，全面收回 61座水库、

4782口山坪塘承包权，并与全区
1581户水产养殖户全覆盖签订《鱼
池水质整治达标协议》，全区水产
养殖禁养区内79户852.2亩养殖
户专用鱼池已取缔65户528亩。

与此同时，铜梁区还以创建国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区为契机，将
2019年定为“品牌建设年”，先后
对594家规模种养主体、175户化
肥农药经营户建立监管名录，并引
导95%的种养殖业生产规模经营
主体进入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
理平台，同时编印农产品标准化生
产技术规程43项，截至目前，已培
育“三品一标”386个，获评重庆市
名牌农产品17个，“铜梁莲藕”地
理标志农产品已通过农业农村部
评审。通过实施“品牌建设年”行
动，已先后成功推出“铜梁龙柚”

“原乡小艾”等一批在市场上叫得
响、立得起的特色农产品品牌。

刘玉珮 蓝倩
图片由铜梁区农业农村委提供

“原乡小艾”牵线 艾草变身“致富草”
艾草是重庆田间地头随处可

见的一种野草。每年端午时节，
普通人家或上山自采，或花几元
钱买一把，用来驱邪除病。但让
人意想不到的是，近年来有着龙
乡之称的铜梁把“普通”的艾草加
工成了艾条、艾灸、艾草精油、艾
贴在内的10多款养生产品，初步
形成了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
的全产业链，实现艾产业年产值
达2000多万元，让资源优势发展
为特色产业，成为当地农户的致
富草。

今后，铜梁还将依托这一优
势，打造集艾草种植、产品研发、
艾文化体验、养生保健、农旅融合
的产业集群。

铜梁缘何底气十足？故事还
得从艾草产业的品牌培育说开。

陈平是土生土长的铜梁人，
也是铜梁将艾草变成产业的第一
人。由于采用“公司+村集体+农
户”的发展模式，村民收入不仅有
保障，同时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还
能壮大村集体经济消除“空壳
村”，一举多得。

为扶持艾草产业发展，去年
该区将 2019 年作为“品牌建设
年”，决定依托艾草产业重点打造

“原乡小艾”品牌。同年3月，铜
梁区委、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措施，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以及
消除“空壳村”要求，鼓励将艾草
这一资源优势转变为与艾草相关

的特色产业来打造，并成立了艾
草产业领导小组，创建了“原乡小
艾”艾草品牌，同时投资1000万
元发展艾草项目，在维新、安居、
太平等镇街种植艾草万亩以上。

不仅如此，为精心培育打造
“原乡小艾”品牌，铜梁区通过购
买第三方服务对“原乡小艾”品牌
进行系统规划，统一设计“原乡小
艾”LOGO、宣传广告语，对艾草
产业实行产品、渠道、推广、产业、
组织五大升级。

同时，配套开展线下推广活
动，并以“原乡小艾·送福送爱”为
主题，开展了“原乡小艾”进商圈、
进小区和进景区等活动，让市民
和游客体验享受“艾”的文化和产

品。仅去年端午节当天，铜梁以
“原乡风情·大美铜梁”为主题，在
安居古城开展“艾·爱在原乡”乡
村风情音乐节活动，在安居古城
开展“原乡小艾”义灸活动，在少
云镇海棠村“原乡小艾”基地开展
文化下乡文艺演出、亲子体验活
动、艾草文化知识普及讲座等系
列“原乡小艾”沉浸式体验活动，
让市民和游客亲身体验“原乡小
艾”的魅力。

“接下来，我们将围绕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巴味渝
珍’区域公用品牌为引领，围绕

‘规模化、独特性、高品质’的产业
衡量标准，大力发展精品花卉苗
木、精品果蔬、生态养殖等特色产

业，做大做强‘原乡小艾’等特色
农产品品牌，集中力量打造一批
全市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拳头品
牌农产品，切实在‘单品种大品
牌、多品种大品牌’上取得突破。”
铜梁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
说。

值得一提的是，铜梁还将依
托艾草资源，打造集艾草种植、产
品研发、艾文化体验、养生保健、
农旅融合的艾草产业集群，实现
艾草产业年产值达数亿元的目
标。区里将建立艾草产业发展培
训班，鼓励更多农户、业主规模化
种植。同时鼓励更多的加工企
业，研发生产更多的艾草产品。

西郊绿道串起农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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