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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 现代特色农业成为脱贫攻坚助推器

“小李，你看我这葛根粉可以卖
好多钱啊？”

“我的土鸡蛋是散养吃虫的土
鸡下的，能不能有个好价钱！”

……
赶场天，大足区高坪镇高峰村

村民李忠君的门面格外热闹，十里
八乡的村民带着自己的“土货”围在
门前。赶早场的村民们，为什么围

着别人门前卖货？
原来，李忠君的门面是一所电商

超市，因为土鸡蛋是最主要的商品，
所以有个接地气的名字——“三百傻
蛋”。他从村民手里收购“土货”，然
后通过电商卖出去，帮大家把原本卖
不掉的“土货”变现。因为收购价格
合理，农民有赚头，所以很快便有了
几百户“供货者”，生意红火。随后，

李忠君还成立合作社，将脱贫帮扶对
象103户共300多人纳入合作社。

李忠君的故事或许并不惊艳，
却是大足区乡村振兴发展中农民们
想脱贫、愿致富，更愿带着大家一起
富的愿景与决心的真实写照。近年
来，大足区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完善编制了现代农业发展总规、乡
村旅游规划等7个涉农规划，在现

代农业园区建设、产业振兴、脱贫攻
坚、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取得了一
系列的成绩。2019年，全区年农业
总产值达75.2亿元，增加值51.5亿
元、增长 4%，农民人均收入增长
9.3%……

正如李忠君所说，在全区大力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农民
只要埋头干，土鸡蛋也能变“金蛋”。

蓝天白云下，一条条干净整洁
的乡村公路向前延伸，漂亮别致的
民居散布两旁，满坡绿意、成片雷
竹、干净整洁的养殖场汇聚成一个
全新的乡村面貌……

这里是大足区龙岗街道观音岩
村。过去，由于没有规模产业、基础
设施落后、不通水泥路，长期顶着

“穷村”的帽子。世居于此的村民们
和他们的“老家”相看两生厌，姑娘
们不愿嫁进这里，年轻人外出打工
离开这里。

然而，观音岩村却拥有得天独
厚的资源优势，有1500多亩世代沿
袭种植的桃李园，斑驳的千年古驿
道、写字崖还有历经沧桑香火旺盛
的宝林寺。“老家”仿佛就是一块未
曾打磨过的璞玉。

2018年，在大足区举行农旅文
商结合、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三变”
改革试点村竞选比赛，一个以“老
家·观音岩”为主题的农旅文商融合
项目在这里落地。项目规划面积
12180亩，一期实施6399亩，将按
照心恋老家—接待服务区、大地飞
歌—农业观光区、稻花香里—农耕
体验区、花田李下—老家风情区、月
到风来—乡野文化区的“一心四区”
功能布局，从建设美丽乡村向经营
美丽乡村转变，把“美丽”转化成生
产力，全力打造国家农业公园、国家
级田园综合体、国家4A级景区、美
丽乡村社区示范。

2019年，通过招商，3500万元
的投资进入观音岩，20余亩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3.5公里主公路
完工投用，全村户户通上自来水，
2000余亩森林彩化工程已完工，
300亩高效节水灌溉设备已投用。
旅游公路、采摘便道、古驿道及附属
设施修复工程，100亩湿地景观花
海、500亩植物多样性栽培基地、
1000亩四季水果标准园等项目正
稳步落地。

村子变美了，旅游业发展起
来了，大家渴盼的美好生活正
一天天变成现实。在这样
的背景下，迁回老家的村
民就达600多人，他们
有的开办农家乐，有的
发展特色产业，在快乐
中忙碌着。

“观音岩”的故
事，在大足很多乡村
也在悄然上演着。近
年来，大足区深挖乡
村、特色产业与大足石

刻水乳交融的内在联系，

加大资金投入，构建功能互补、特色
鲜明、优势突出的文旅农商融合发
展乡村产业体系。

2019年，大足区举办“天下大
足醉美乡村”文化旅游系列活动达
9个，全年乡村旅游人数达1000万
人次，收入33.6亿元。隆平五彩田
园、冬菜、荷莲及石雕、五金锻打技
艺等亮相央视《魅力中国城》、“双
晒”等活动，大足还获得“优秀魅力
城市”“魅力文化景区”“魅力乡村旅
游目的地”称号。全区建成休闲体
验观光园23个，引进上海信泽等公
司，策划推动以老家·观音岩、棠香
人家等为核心的“大足十八村”建
设。

在邀请袁隆平院士团队、市农
科院等专家团队推进大足农产业发
展的同时，大足区还结合“养心、养
身、养生”的理念，策划宝顶石刻—
龙水湖—五彩田园“三点一线”旅游
线路，成功打造市级农旅精品观光
线路6条、市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乡镇3个、示范村5个、示范
点10个。宝顶镇慈航村获评“全国
休闲乡村旅游示范村”，拾万镇长虹
村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乡村
旅游成为全域旅游城市建设重要一
环。

乡村旅游的发展，同时也促进
了乡村自身面貌、人居环境的改
变。2019年，大足区农业农村委搭
建专门的班子，全力改善人居环境，
聚焦“三清一改”，打造区级示范片
27个，4次召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专题推进会，现场观摩18个镇街示
范点。依托文化、科技、“孝善立德”
等436场次活动，宣传呵护环境、爱
护卫生等知识。

全区组织开展了春季、夏季、秋
冬季“三清一改”村庄清洁行动，“小
手拉大手”、“万名党员带领十万群
众开展环境整治”等形式多样的清
洁活动，共有111.2万人次参加村
庄清洁行动战役，清理垃圾9979
吨、沟渠 4175 公里、农业废弃物
4211吨。

2019年以来，大足区改造农村
危房1895户，新改建卫生厕所2.68
万户，卫生厕所普及率81%；建设

“四好”农村公路498公里、入户道
路150公里、污水管网60.12公里，
建成垃圾分类示范村6个，绿化村
庄公共场所205亩。

璞玉般的“老家”，正被雕琢、打
磨成一个个乡村美丽之地，焕发耀
眼光芒。

2019年秋天，大足区拾万镇百
亩水稻试验田传出一个令人振奋的
好消息，由袁隆平院士亲手赠与的
超级稻“超优1000”种子首次在大
足试种，经测产平均亩产量达到
903.9公斤。这是大足区争取袁隆
平院士工作站这块“金字招牌”落户
后，助力大足水稻试验种植取得的
又一佳绩。

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的
袁隆平为何将专家工作站落户大
足？

拾万镇自古被誉为大足粮仓，
拥有万亩优质高产水稻基地。随着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传统的
水稻产业种植技术与模式已经跟不
上发展的脚步。大足区引导拾万镇
开始转型升级，致力于发展现代农
业，并将水稻作为主攻方向。

为此，他们邀请袁隆平院士来
重庆设立专家工作站。令大足人欣

喜的是，袁隆平欣然同意。2019年
3月，袁隆平重庆院士专家工作站
在拾万镇首次试种袁隆平超级稻

“超优1000”，并在8月29日的测产
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依托袁隆平重庆院士专家工作
站，大足区还分别与西南大学、国家
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组建了重庆市农业
科学院大足分院，确定了粮油强区
的总体部署。预计到2025年，大足
区优质粮油种植面积将达60万亩，
粮油产品加工率将达60%，商品率
将达70%，销售收入1亿元以上的
加工企业将达7家。

然而，“水稻强区”只是大足大
力发展产业脱贫的其中一环。近年
来，大足紧跟国家政策导向和市场
取向，力求找到适合的产业，选对适
合的人员，因势利导谋求发展。

在这样的策略下，2019年大足

农业粮经比为44.7：55.3。全年粮
食作物稳定在92.8万亩，经济作物
115万亩，其中建成优质粮油基地
52万亩、特色果蔬基地45万亩，新
发展雷竹、冬菜、荷莲、花椒等特色
产业4.64万亩。

同时，品牌建设也成效明显，新
认证“三品一标”54个，包括无公害
农产品33个、绿色农产品19个、有
机农产品2个，有效期内认证产品
104个，熊猫雷笋获“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称号，银奇心猕猴桃等
7个农产品获全市农产品公用品
牌“巴味渝珍”授权，9个产品上
电商平台，大唐丰域葡萄入驻盒
马鲜生。

此外，大足“三富”产业已成
茧待破。大足区正规划“三富”产
业的发展，计划打造“一纵一横”“三
富”产业带，建成硒锶油菜苔10万
亩；大足区国有平台公司鑫发集团

正在注册“足硒”“大足硒锶”“拾万
硒锶”品牌。目前，全区送检农副产
品179个，涉及25个镇街，均含硒、
锌、锶，其中52个产品达到富硒标
准。

2019年7月，大足区高升镇先
进村扶贫产业基地里，一辆满载5
吨番茄的货车缓缓驶出村里的乡村
小道。种植在这里的首批番茄此时
已然成熟，它们将直接被送往位于
江津的重庆双福国际农贸城批发市
场。正值番茄畅销时节，这里的番
茄供不应求，车辆一运到，就会被零
售菜贩抢购一空。

“先进村是市级贫困村，全村的
建卡贫困户有96户之多，贫困户普
遍年龄偏大、没有文化、收入低、身
体不好。”大足区人大代表、高升镇
镇长宋晓燕说。2019年，外来业主
经过调研，准备在先进村从事农业
基地建设。这个意愿得到了各级政
府的大力支持，镇上召开村民动员
会、家家户户宣讲、签订土地承包协
议。当年4月，占地92亩的先进村
扶贫产业基地建成，首批栽种了番
茄苗。

扶贫产业基地的建设，为先进
村10多户建卡贫困村民带来了福
音，他们成了基地固定雇佣的帮手，
每月能有额外1000多元收入。农
忙季节，这里甚至能让30多户人，
都有活路可做。

高升镇先进村的扶贫产业基地
在大足并不鲜见。近年来，大足区
紧紧围绕“一园四基地”发展思路，
突出重点产业，发挥区域优势，产业
融合发展成效明显。

目前，大足区已有区级产业化
农业龙头企业202家（国家级1家、
市级3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1152
个（国家级示范社 10个、市级 29
个）、家庭农场659家（市级示范家
庭农场11个），“一村一品”示范村
市级11个、国家级1个。

全区大力发展“中稻＋再生
稻”、“稻+油”、“稻＋虾”等绿色高产
综合种养模式，建成绿色优质水稻
26万亩、优质油菜16.6万亩、硒锶油
菜苔10万亩。市级油菜托市收购企
业之一双福油脂公司年加工2万吨，
订单收购本区油菜1.85万吨。

另外，大足区地标产品大足冬
菜全区共种植30000亩，产量1.05
万吨，获“重庆市百年老字号”“最具
文化特色的华商品牌”“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等荣誉；大足黑山羊年存
出栏44万只，先后列入国家畜禽遗
传资源目录和保护名录、国家级标
准化示范区、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

奖、重庆市著名商标，颁布实施地方
标准6个，品牌价值2.03亿元，已建
成国家级黑山羊标准化示范区。

大足冬菜、粉条、富葛等已出口
到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10
多个国家。其中苕粉加工企业主要
以玉龙山食品公司为代表，产品获
绿色食品认证、重庆名牌农产品、重
庆老字号等，销售收入2900多万
元。富葛种植面积1万亩。与大足
冬菜、大足黑山羊、苕粉并称“大足
四宝”的熊猫雷竹笋种植2万亩，冬
笋30元一斤，最高亩产值可达15
万元。大足荷莲种植近5万亩，以
荷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旅游发
展势头强劲。

此外，全区共有枇杷10万亩，分
别建成无公害枇杷生产基地镇4个、
基地村6个。葡萄2.6万亩，其中
100亩以上的葡萄园9个、50亩以上
的葡萄园34个。芳香产业流转土地
6000亩，与重科院日化所共建研发
中心，确立产品体系。目前正在建
设加工厂，预计明年投入生产。

2020年，大足区计划通过发展
生产培育2-3个扶贫主导产业，每
个脱贫村形成1-2个特色鲜明、带

贫面广、有竞争力的扶贫增收产业。
有条件的脱贫村建成有“一村

一品”特色产业基地，让每个有劳动
能力和意愿的贫困群众都能实现产
业扶贫项目带动，从而让新型经营
主体带动贫困户的能力进一步增
强，构建共享利益联结机制，探索形
成“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

“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贫困
户”、“龙头企业+贫困
户”先借后还、代
耕代种等模
式，不断健
全 农 产
品产销
对 接
机制。

聚焦产业脱贫 让合适的人做适合的产业

发展特色农业 让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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