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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吸纳培育乡村人才

四大特色产业富裕乡村

·永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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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
计划中，短短的几年间，永川就发
展起四大特色产业。”永川区农业
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这四大特
色产业已在富裕乡村中发挥出支
撑作用。

永川区大安街道花果山是永
川茶叶的主产区之一，目前这一
片区的8个村65个村民小组已
有835户农民共发展起茶叶基地
6000余亩，茶叶产业已成为这些
农户的主要收入。

目前，永川在永荣、红炉、大
安等地已建起像这样的规模化茶
叶种植园和基地10余个，全区的
茶叶种植面积已达10.54万亩，
年总产值达9.1亿元，从事茶叶产
业的劳动力有5万人之多。

在发展茶叶这一特色产业
中，永川打造出了“永川秀芽”这
一品牌。2020年，这一品牌的价
值评估已达到20.98亿元。永川
被国家有关部门确定为“永川秀
芽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目前，重庆市场上销售的秀
珍菇 90%以上都由永川生产。

永川已成为重庆市最大的食用菌
生产基地。

走进永川的何埂、五间镇，一
座座食用菌棚形成了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在永川圣水湖现代农业
园区里，上千亩规模的食用菌生
产基地形成了以原材料、生产、研
发、加工、流通为一体的食用菌产
业园区。

“目前，全区已有4000余人
常年在食用菌产业上就业，还有
上万人临时就业。”永川农业农村
委相关负责人说，食用菌产业已
是永川区一项极具特色的产业。

据介绍，目前永川的食用菌
产业已发展到1.4亿袋的规模，
年总产值达8.2亿元。

6万亩的永川黄瓜山梨曾获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称号，在这
几年中，黄瓜山梨通过不断地改
良，以及“接二连三”的产业链延
伸，已形成一项农旅融合的产业。

在保持“黄瓜山梨”优势的前
提下，永川还利用长江岸边的气
候和土壤，以朱沱为中心，发展起
4万亩的朱沱龙眼。

优质水果已成为永川的第三
大特色产业。据介绍，目前全区
共种植24万亩的黄瓜山梨、龙
眼、柑橘、葡萄等水果，年总产值
达6.2亿元。

农旅融合的乡村旅游，是永川
近几年快速发展的第四大特色产
业。

何埂镇石笋山村在成为国家
3A级景区后，目前正在创4A级
景区。这一由重庆市石笋山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经营的景区里，已
将种植养殖业、生态农业观光、农
副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特色养
殖、旅游开发、餐饮、住宿、研学、
康养、娱乐等融为一体。

近年来，这家公司先后投入
近3亿元，用于修建景区内的餐
饮设施、道路、水利及农业基础
设施。通过流转土地、林地近1
万亩，开发种植富硒猕猴桃园
1500 亩、有机茶园 2000 亩、四
季果园1000亩、各类珍稀花卉
苗木500亩，现代化智慧农业示
范园区 200 亩；还养殖起梅花
鹿，建起生态鱼塘、现代化养猪

场等。同时，修建起石笋山农副
产品加工中心、农副产品展示中
心、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教学大楼
和宿舍等。

目前，公司以这些农业产业
为载体，开发主题为“西部情山、
福地仙缘”的石笋山乡村旅游景
区。2018年，石笋山景区被评为

“重庆十大最美乡村”。
目前，永川农旅融合的乡村

旅游已推出了4条旅游线路。乡

村旅游已成为永川的一项极具潜
力的特色产业。

“我们的这几大特色产业，目
前已形成了种植、养殖、加工、销
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永川区农
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目前永川的规上农
产品加工企业达到69家，食品加
工园内签约落户19家企业，建成
了百亿级林产品加工示范园1个、
农村电商村级服务站300余个。

年轻的田耀成为了“茶二

代”。

2019年，他子承父业，回

到老家永川区永荣镇，接过父

亲的班，搞茶叶的种植、加工

和销售。

这“茶二代”与上辈不同，

他在学得父亲传统种植和加工

绿茶工艺的基础上，尝试将当

代艺术创作方法论引入永川秀

芽的研发、种植和加工环节，提

出了“看茶做茶，以水为度，心

到手到，生生有序”的制茶新理

念。在销售上，他则通过直播

带货、短视频等新型渠道，向外

推广永川秀芽。

“近年来，永川在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中，围绕

产业振兴，培育和吸引了一大

批乡村人才，做到了产业集聚

人才、人才引领产业的良性循

环。”永川区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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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人才已成为特色产
业发展中的主力军，并引领特
色产业高质量地发展。”永川区
相关负责人说。

30岁出头的新型农民企业
主陈邦琼已在永川区食用菌产
业发展中成为带动产业发展的

“领头羊”。
几年前，陈邦琼带着打工

学到的食用菌种植技术回到家
乡开始创业，建立了一家食用
菌公司。创业之初，她的食用
菌厂赚少赔多，亏损了20多万
元。

在遭遇了技术和管理双重
“瓶颈”时，她参加了重庆市青
年农场主培训和全国创业创新
致富带头人培训、全国创业创
新女性专题培训，在培训中学到
了知识，开阔了眼界。2017年，
她的食用菌公司入驻圣水湖市
级现代农业园区，按照市场需
求，种植茶树菇、猴头菇、鸡腿
菇、银耳等高端食用菌。2018
年，她种的茶树菇和猴头菇获评

“重庆市名牌农产品”称号。
这位新型职业农民已在创

业上获得成功。2019年，她的公司生产食用
菌1200吨，实现销售收入1200万元、利润400
余万元。如今，她的公司已成为重庆市食用菌
产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永川区级食用菌龙头企
业、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孵化基地、重庆市巾帼
家庭农场示范点。

陈邦琼不仅自己创业成功，还带动周边群
众特别是贫困户发展起食用菌产业。2018
年，她以每包2.5元的特优价格，为贫困户提供
菌包20万包，并免费培训200余人，负责技术
指导和产品包销。当年，这些贫困户实现食用
菌产值300余万元，帮扶的建卡贫困户全部脱
贫，每户年收入都达到2万元以上。

在带动农民发展产业中，陈邦琼还在何埂
镇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公司+专业股份合作
社”的发展机制，通过建立食用菌种植股份合
作社，把351户贫困户吸收为社员。贫困户以
帮扶资金、产业帮扶资金、扶贫小额贷款或其
他个人资金，按照1000元/股入股，总共投资
300万元，建设标准化蘑菇房30间，每间蘑菇
房可容纳食用菌袋24000个，可带动贫困户12
户。她的公司与股份合作社签订产量及价格
保底协议，并由公司提供菌袋，负责技术服务
和产品销售。

“目前，永川已有一大批像陈邦琼这样的
乡村人才，在带领农民发展特色产业。”永川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区内的四大市级现代农业
园区里，已有200余名现代农业科技人才在进
行研发创新，并指导、带动5000余名乡村人才
创新创业。区里创建的12个国家、市和区三
级创业孵化平台，已孵化出返乡创业主体
1000余户。各类人才在特色产业发展中，已
建成农业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农业
经营主体3300余个。

乡村人才已成为特色产业发展的生力军
和领头人，引领着永川的四大特色产业高质量
的发展。

蒋平从西南大学毕业后，到
湖南常德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
作，并从一名普通的员工做到了
部门经理。

可没想到的是，当她看到家
乡在实施乡村振兴后，却辞掉公
司的工作，卖掉城里的2套房子，
回到永川青峰镇，在300多亩流
转来的土地上办起丰航蜜柚家庭
农场。

在发展蜜柚产业中，蒋平虽
然也受到了失败的波折，但她现
在终于成功了，农场越办越好，还
为附近的村民提供了16个就业

岗位。
“通过四大特色产业，已吸引

了一大批人才回乡和下乡，培育
出一大批乡土人才。”永川区相关
负责人说，产业已成为吸纳、培育
人才的载体。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
计划中，永川区被确定为全市乡
村人才振兴单项试验区。在进
行这一试验中，永川区实施了农
村人才培育、农村管理人才建
设、农村服务人才优化、精英人
才外引回引、社会人才下乡帮扶
五大行动。

在产业吸纳人才中，永川出
台了《促进返乡入乡创业二十二
条措施》《鼓励城市退休人员参与
乡村振兴的实施办法（试行）》等
系列政策措施；创建起4个市级
农民工返乡创业园，12个国家、市
级和区级“众创家间”“星创天
地”；建起 15个市、区级专家大
院、34个区级专家工作站。这些
载体吸纳了110名专家到特色产
业发展的第一线，吸引了1100余
名科技特派员、农村规划师、“三
支一扶”高校毕业生、西部志愿者
等各类服务人才下乡。外引、回

引了17000余名农村经营管理人
才、返乡创业人员、农技能手等到
特色产业发展的第一线。还从
1009名成长于乡土的乡贤中，选
拔出161名具备法律知识、善于
调解纠纷、热心公共事务的乡贤
评理员，建立乡贤评理堂。乡贤
评理堂被评为全国创新社会治理
的最佳案例。

把本土乡村人才挖掘出来，
让他们在特色产业发展上发挥作
用，这也是永川在人才振兴上做
得很实的一项工作。

“我们委托重庆文理学院开

展乡村人才评价体系与标准研
究，形成了一套乡村人才评价标
准体系，并建立起乡村人才振兴
人才信息库。”永川区人力社保局
相关负责人说，这为挖掘、使用本
土人才奠定了基础。

据介绍，近几年，永川通过开
展民间乡土人才认定，已先后评
价认定出3400余名生产经营型、
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等民间
乡土人才。

在永川的23个镇街建立起
乡村人才振兴讲习所，并通过这
些讲习所培养培训乡村人才。

近年来，永川已通过农村实
用人才培育计划、开展乡村人才
振兴技能大赛和乡村人才创业大
赛等活动，利用区内职业院校、科
研院所开设特色产业订单班、高
研班，培训各类农村实用人才
8600余人；通过建立“专业机构+
社会资源+市场主体”教育培训体
系，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8000
余人。

“目前，围绕特色产业的发
展，我们已培育出56300余名各
类农村实用人才。在这些人才
中，还有 3名入选‘重庆英才计
划’，成为乡村领军人才。”永川区
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说，这些
实用人才已成为发展特色产业的
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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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产业产业集聚人才集聚人才 靠靠人才人才引领产业引领产业
——永川全力推动乡村振兴走深走实

永川成为重庆市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