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产业振兴“七彩九龙乡村”声名远扬
“橙里城外”、“向葡萄”、

“乡悦葡萄”、“长青花椒”、“黄
花园酱油”、“红蜻蜓”、周君记
火锅、奇爽休闲食品……很多
人不知道的是，这一大波市民
耳熟能详的品牌，都来自一个
地方——九龙坡。

近年来，九龙坡区以九龙
乡村大振兴为总目标，以建设
“七彩九龙乡村”为抓手，不断
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始终扭住
产业发展这个“牛鼻子”，乡村
产业振兴成效斐然。

今年上半年，九龙坡区农
业总产值就达到3.47亿元，位
列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第一；
现代山地特色农业产值增量
为3281万元，增长10.4%，位
列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第二；
农林牧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
业增加值增速4.2%，位列主
城都市区中心城区第一、全市
第二，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全面小
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精心谋划
构建“一环三片”发展格局

产业兴才能乡村兴，乡村兴才能
百姓富。近年来，为了加快乡村产业
转型升级步伐，九龙坡区对该区乡村
振兴进行了精心的谋划布局。

“我们正加快构建‘一环三片’两
大空间格局，重点打造铜罐驿大英雄
湾美丽乡村、西彭大溪河流域现代农
业公园、西彭花果山乡村振兴三大片
区。”九龙坡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铜罐驿大英雄湾美丽乡村建设
项目打造“生态自然+都市农业+文化
旅游+田园社区”四位一体的全域旅
游休闲观光目的地；西彭镇则以农业
公园建设率先破题，逐步建成集园林
化乡村景观、景观化农耕文化、产业化
组织形式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公园，是
该区集采果、垂钓、观光、养生、科教为
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标杆。

近段时间，在大溪河畔，万亩红橘
腹地的铜罐驿镇，一场以美丽乡村建
设为核心的大会战正在紧锣密鼓地推
进……

“铜罐驿镇地处主城都市区中心城
区，毗邻长江，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自
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据九龙坡区农业

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铜罐驿大英雄
湾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在产业规划上规
划为阡陌文驿区、寻驿农园区、橘乡果
园区、诗画田园区、绿野景区五大主题
分区，具体布局智慧温室、湿地研学基
地等23个产业园，计划用3年～5年建
成七彩都市田园，拟打造成重庆市乡村
振兴试验示范区、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
园区。

“随着铜罐驿大英雄湾美丽乡村
建设项目落户，还将提供更多家门口
就业的机会。”九龙坡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是九龙坡区高起点规划的一个
缩影。因“盛产”英雄更名的英雄湾
村，如今成了铜罐驿大英雄湾美丽乡
村建设逐梦的号角。随着铜罐驿大英
雄湾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的推进，成片
的土地正在开展土地整治和果苗栽
种，预计9月底前达到初步展示效果。

实施产业培育工程
乡村产业“百花齐放”

九龙坡区乡村资源极其丰富，四
季不同的农家时鲜蔬菜为乡村旅游提
供了必备条件，各具特色的田园山水

风光充满情趣的乡土文化气息。
为此，在产业振兴过程中，九龙坡

区以农业生产为依托，实施产业培育
工程，将传统农业技术与现代科技成
果相结合，重点发展柑橘、葡萄、草莓、
休闲渔业、调味品、花椒等特色种养
业，引进“向葡萄”、“橙里城外”、卓润
庄园等26家农业企业，打造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镇2个、市级“一村一
品”示范村镇5个。

同时，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利用
农业和农村景观，吸引旅客前来观赏、
游览、品尝、休闲、体验、购物，推动乡
村旅游的发展。已建成“橙里城外”、

“向葡萄”、圣蕊农业、爱森农业等集采
摘体验、休闲观光、科教文化为一体的
知名都市休闲观光现代农业示范园。

今年，对九龙坡区西彭镇真武宫
村的“向葡萄”来说，又是一个丰收
年。“向葡萄”叫向权，2012年，他来到
真武宫村租下200余亩土地种葡萄。
7年过去了，“向葡萄”成了远近闻名
的品牌，真武宫村的葡萄种植面积达
1800亩，每年产值达6000万元。

“向葡萄”的成功，带动了更多的
投资创业者来到当地，使当地乡村产
业“百花齐放”。2012年，刘宗伦也来

到了真武宫村。从80亩到300亩，他
在这里种植桃子、李子、桂圆、枇杷等，
发展起了集体验采摘、餐饮、住宿融为
一体的“村忆卓润·情景农庄”，成为全
村最大的一座农庄。

随后，在外打工的村民方联洪回
到了真武宫村，利用自己的承包地和
流转乡邻的地种植15亩香桃，把自己
家的楼房利用起来搞餐饮、民宿接待
游客，建起了自己的“忆愿阁”农庄。
桂何瑜与丈夫马明宽辞掉城里的工
作，来到这里流转来97亩地，分片种
植起晚熟血橙、李子、葡萄等水果，建
起“橙里城外”农庄。

截至目前，仅真武宫村就先后引
进“向葡萄”、“橙里城外”、卓润庄园等
26家农业企业，建起了农业公园，形
成了葡萄、草莓、苗木、垂钓四大支柱
产业，发展起了以鲜果采摘为载体的
休闲体验农业，年均接待游客30万人
次，年产值达1亿多元，项目区村民人
均纯收入超过2万元。

实施品牌打造工程
农业品牌唱响市内外

“酒好也怕巷子深”。农产品只是

产业链上最初级的产品，必须进一步
提高其附加值，才能使企业、农民都实
现持续增收。

为此，九龙坡区大力实施品牌打
造工程，先后出台《九龙坡区效益农业
扶持办法》《重庆市九龙坡区都市农业
发展扶持办法》，对开展相关品牌建设
的经营主体兑现一次性奖励46.2万
元。

同时，建立以“两品一标”认定为
常年基础工作，争取市级以上“农业品
牌”认定为提升工作的模式，大力推动
农业生鲜品牌、加工品牌、乡村旅游品
牌的打造。

“橙里城外”不仅成为一个乡村的
网红打卡地，更是九龙坡区乡村旅游
发展的一个知名品牌。据介绍，橙里
城外庄园是九龙坡区新品种最多的四
季柑橘园，园内先后引进20余个优质
新品种，还引进了部分早熟、晚熟优质
葡萄品种，已实现月月有鲜果，每月都
不同。目前园内种植面积约60亩，均
采用全程人工除草、主施有机肥等绿
色种植方式。

橙里城外庄园以“乡村生态修复，
乡村人文修复”为己任，以“耕读传家，
勤俭孝善”为文化追求，始终坚持生态
和人文并行。在人文方面，庄园内设
有“乡村电影院”“院坝故事会”“文艺
创作基地”“碧野学堂”等活动区域，并
多次举行文艺交流活动和创作分享
会，形成了自己的乡村游特色，引得众
多游客前来。

在九龙坡，像“橙里城外”这样的
知名农业品牌还有很多。截至目前，
九龙坡区共培育打造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33个；有效期内的“三品一标”农
产品87个，包含中华老字号、国家驰
名商标等市级以上认定、评选的农业
品牌 58 个，培育和壮大了“橙里城
外”、“向葡萄”、“乡悦葡萄”、“长青花
椒”、周君记火锅、奇爽休闲食品等一
大批农业品牌，成为“七彩九龙乡村”
声名远扬的最好载体。

华岩湖

葡萄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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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收喝彩 为小康加油
垫江县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今日开幕

乡村是主舞台，振兴是背
景乐，市场是推动力，丰收是
落脚点。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
论述和关于中国农民丰收节
的重要讲话精神，垫江县
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于今
日正式拉开帷幕。

本次丰收节以“迎小康、
共享丰收成果；庆丰收、助力
乡村振兴”为主题，将全面展
示垫江县乡村振兴取得的喜
人变化、巩固脱贫攻坚取得的
丰硕成果，与广大农民朋友共
同体验和分享收获的喜悦。

“丰收节”晒出农村改革发
展新成就

“农民丰收节是第一个在国家层
面上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丰收节
对保护乡村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意
义。”在垫江县相关负责人看来，不断
丰富丰收节历史文化内涵，充分发挥
其对传统农耕文化、特色乡村文化的
传承提升作用，既能打造一个充满活
力的城乡公共文化空间，也能为农民
搭建创业创新的广阔舞台，带动实现
乡村多元价值、夯实文化自信根基。

“同时，今年是决战脱贫攻坚、决
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小康不小
康，关键看老乡。因此，今年的丰收节
更极具特殊重要性。”垫江县相关负责
人说，办好丰收节，可以凝聚强大精神
力量，充分展示我国农村发展的巨大
成就、整体消灭绝对贫困的制度优势、
中华农耕文明传承的无限活力、乡村
全面振兴的光明前景，进而大幅提升
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光荣感。

为办好此次丰收节，垫江县专门

成立活动组委会，由县委主要领导任
组长，下设办公室统筹各方事宜，多个
单位牵头组织实施，发动各乡镇（街
道）积极参与。

据了解，此次丰收节按照“1+6+
N”，即1个主活动、6个分活动、26个
乡镇（街道）因地制宜开展系列活动。

今日，沙坪镇毕桥村主会场将举
办盛大的启动仪式，并通过为光荣脱
贫示范户颁奖、发布垫江县农业区域
公用品牌、文艺演出、优特农产品暨消
费扶贫产品展示展销等环节，晒出垫
江农村改革发展的一系列成就。

与此同时，现场还有搬运玉米接
力、收割高粱比速度、赤手摸鱼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丰富赛事，全面营造热烈
氛围，向全社会传递重农崇农的价值
取向。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丰收节
将首次推出“县长镇长话丰收”主题活
动，邀请县、镇级主要负责人交流扶贫
经验、解读民俗文化、推介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讲述丰收故事，立体传播党
的“三农”政策、展示丰收盛况、分享丰

收喜悦、展现文化魅力。
下一步，垫江县26个乡镇（街道）

将结合本地实际，自主开展相关活
动。据垫江县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将持续到11
月。

推动农业农村经济持续高
质量发展

近年来，垫江持续举办农民丰收
节活动，着力推进丰收节成风化俗，打
造中国乡村文化符号。

今年，垫江进一步拓展节日载体
和媒介功能，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紧
密结合，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
进，力求使其在繁荣乡村文化、拉动乡
村产业、活跃城乡市场、提升乡村治
理、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以及克服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恢复提振信心等方面
发挥独特作用。

“战疫情、保供给、补短板、强监
管、促增收、抓整改、谋长远，我们稳住
农业生产基本盘、筑牢‘三农’压舱石，

争取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
响，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在特殊困难时
期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垫江县相关
负责人表示。

贯彻中央“六稳”“六保”部署要
求，落实全市农村工作暨扶贫开发工
作会议和全县农业农村工作暨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工作会议精神，垫江今年
加大“三农”工作力度，实现一产业增
加值23亿元、增长2.8%，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0357元、增长7.0%，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总产值17
亿元、同比增长2.7%。

上半年，垫江种植水稻45万亩、
与去年持平，种植玉米23万亩、比去
年增加9.5%，种植豆类16万亩、比去
年增加33%，种植薯类11万亩、与去
年持平，发展水稻制种7000亩；发展
晚熟柑橘、优质李1400亩、特色中药
材1.1万亩、花椒5万亩；建成宜机化
土地整治590亩、高标准农田2.33万
亩，示范钵毯苗机插秧、水稻无人机直
接播种、油菜轻简化收获技术，组织投
入耕作农机具3.29亿套，机耕49.5万

亩，机播3.57万亩。
落实市县两级优惠政策，帮助税

收减免 7.3 万元、“五险一金”减免
25.65万元，帮助企业获批贷款3367
万元；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开设农
特产品网店、微店等500余个，电商
交易额1.5亿元；申报“三品一标”12
个认证3个，成功登记涪陵青菜头地
理标志保护12747.23公顷、34.14万
吨。

深入开展脱贫攻坚“百日行动”，
帮扶8524人次，排查贫困户（含边缘
户）Ｃ级、Ｄ级危房户17户；开展消费
扶贫，主会场签约120万元，销售贫困
群众农副产品300余吨，带动全县消

费2000余万元；完成农村改厕200
户、改厨150户、改庭院220户，创建
宜居村庄19个、美丽村庄5个。

此外，加强与大竹、邻水等毗邻区
县合作，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
发展协同配套、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下半年，垫江将进一步贯彻落实
中央和我市决策部署，重点做好发展
特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整治生态环
境、深化农村改革、试点乡村振兴、决
胜脱贫攻坚六个方面工作，确保农业
农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黄伟 况宇 唐楸
图片由垫江县委宣传部提供

垫江县本次丰收节按照“1+
6+N”，即1个主活动、6个分活动、
26个乡镇（街道）结合本地实际因
地制宜开展系列活动。

“1”个主活动
时间：9月22日上午
地点：沙坪镇毕桥村
内容：
（1）为光荣脱贫示范户颁奖
（2）为中国农业大学垫江教授

工作站、中国农业大学垫江研究生
实训基地授牌

（3）发布垫江县农业区域公用
品牌

（4）文艺演出
（5）优特农产品暨消费扶贫产

品展示展销

“6”个分活动
（1）“奔小康”庆丰收
时间：9月22日
地点：沙坪镇毕桥村广场
内容：搬运玉米接力赛
（2）“赛农技”庆丰收
时间：9月22日

地点：沙坪镇毕桥村办公室
内容：收割高粱速度赛
（3）“年年有鱼”庆丰收
时间：9月22日
地点：沙坪镇毕桥村摸鱼基地
内容：赤手摸鱼赛
（4）“产业振兴”庆丰收
时间：9月22日
地点：沙坪镇毕桥大院
内容：各乡镇（街道）乡村振兴

PPT展播擂台赛
（5）县长镇长话丰收
时间：9月－10月
地点：26个乡镇（街道）
内容：围绕扶贫、区域、特色、

时令、安全、价优的农产品，以视频
或文字等方式，解读民俗文化、讲
述丰收故事、展望乡村振兴。并依
托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
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云闪付商
城、拼多多等电商平台进行推广。

（6）“技能比拼”庆丰收
时间：11月
地点：永平镇罐石村
内容：柚子采摘等技能比拼

链接》》
【“丰收节”活动一览】

果农采柚忙

传统农业技术+现代科技成果，培育乡村产业“百花齐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