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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
“返岗复工免费专车”21日始发

2月21日，在江津区白沙镇客运中心，60名务工
人员踏上前往厦门市翔安区的“返岗复工免费专车”，
成为该区首趟跨省“点对点”务工免费专车乘客。

江津区是劳务输出大区，目前全区有外出务工人
员22.2万人，2021年春节有5.9万农民工在遵守国家规
定的前提下返乡。至“返岗复工免费专车”发车当天，已
有2.5万人返岗复工，尚有3万人左右准备外出返岗。

为保障这些外出务工人员安全有序出行，江津区
人力社保局牵头组织相关单位，积极结合疫情防控网
格化管理和返乡人员日监测工作机制，建立了返乡务
工人员实名制信息和返岗复工人员出行需求台账。
对集中出行人员实施“分组编队、准备物资、出发签
到、途中衔接、抵达对接”，科学合理地制定出行方案，
此趟专车的开通即是重要举措之一。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 苏展

巴南
千户深山茶农喜分红

近日，重庆茶业集团“2020茶农分红大会”在巴南
区二圣镇定心茶园举行，周边1000多户茶农获得25
万元红利。

受疫情因素影响，去年茶农的鲜叶销售遇到一些
困难。在当地茶叶企业启动复工复产后，为维护茶农
利益，茶叶合作社在确保鲜叶收购质量的同时，做到
不惜价不压价应收尽收，把茶农的损失降到最低，增
添了茶农特别是困难村民发展产业奔小康的信心。

重庆茶业集团实施“公司+基地+农户+专业合作
社”的经营模式，打造了高标准示范茶园3000亩，同时
通过赠送茶苗、技术培训、订单收购等惠农措施，带动
周边农民种植茶树12000亩；该集团还与茶农建立利
益联结机制，共享企业发展成果，2020年支付茶农原
料2349万元，带动周边农户1000余户人均增加收入
5500余元。

分红大会上，重茶集团还与各村社签订2021年原
料收购订单，极大的鼓舞了茶农的种植信心。

巴南区融媒体中心 张礴 张庭胤

城口
抢抓时节种天麻

去除表层土、挖出菌棒、分拣天麻种子、倒入种子
箱……不少人还沉浸在春节假期时，城口县寇氏中药
材有限公司负责人寇广健就组织了30余位村民，在治
平乡惠民社区四社天麻种子基地开始了劳作。

中药材天麻一直以来是城口县治平乡“两种两
养”的主导产业，尤其以寇广健为首的种植大户，支撑
起了治平天麻的发展。这种劳动密集型种植业，不仅
增加了群众收入，还提供了务工岗位。

过去城口种植天麻，基本上是从湖北拉种子，去
年零代种子（天麻种子分为有性和无性繁殖，有性繁
殖利用授粉原理结的蒴果种出来的天麻种子为零
代，产量也最高）培育成功后，当地再也不用去湖北拉
种子了。寇广健说：“今年我的种子反而销售到了湖
北，把‘进口’变成了‘出口’。”更让他觉得自豪的是，
种植天麻必需的营养菌种，目前也培育成功，先期的4
万瓶菌种已销售到了湖北。

城口县融媒体中心 王小玉 喻朝琼

直播带货

区县动态

垫江：
与你相约“莓”好时光

近日，在垫江县新民镇的现代农业园的草莓大
棚，一垄垄土埂上整齐地栽植着一株株草莓，清新的
果香扑鼻而来。

该草莓园种植面积12亩，产量近36000斤，采摘
期到6月份结束，欢迎市民前去采摘。

采摘路线：渝万高速垫江出口下道，转新民镇明
月村方向。

联系人：钟涛；联系电话：18523605022
垫江县融媒体中心 钟娇

綦江：
凤冠橘等你来采

目前，綦江区永城镇华懿家庭农场的凤冠橘正处
于采摘期，欢迎市民品尝。

凤冠橘是永城镇凤冠山上的特有柑橘，个大皮
薄、鲜嫩多汁、甜度高、保存时间长。

农场种植面积130余亩，有凤冠橘一号、二号两个
品种。凤冠橘一号采摘期为每年12月至次年3月，采
摘价为5元一斤；凤冠橘二号采摘期为每年3月至6
月，采摘价暂定为10元一斤。

采摘路线：导航搜索“綦江区永城镇华懿家庭农
场”即可到达。

联系人：王茂雨；联系电话：13883749478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 成蓉 宗雪

大足：
蜂蜜寻买家

春回大地，繁花盛开。大足区龙水镇复隆村59岁
的养蜂人陈明富每日放飞蜜蜂，提取蜂巢取蜜，忙得
不亦乐乎。

陈明富养蜂已经41年了，目前养的蜜蜂已发展到
110箱。近期正是蜂蜜高产期，价格为80元一公斤。

联系人：陈明富；联系电话：18423051096
大足区融媒体中心 黄舒

□本报记者 邹密 赵伟平

核心提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底召开
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
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
加强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
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

从 2018 年以来，铜梁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把 60 公里
长的西郊绿道作为突破口，串点
成线，连片扩面，把各类资源要素
通过这条绿道整合起来，促进和
引领乡村振兴，使西郊片区呈现
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
振兴美丽画卷。目前，铜梁正把
西郊绿道建设的成功经验向蒲
吕、安居等4个示范片推广。

一条道路为何能激活、带动
一个片区的乡村振兴？重庆日报
记者开始探寻西郊绿道的价值密
码。

春节长假期间，位于铜梁西郊片区的巴
川、南城、太平、土桥、侣俸5个镇街，乡村旅
游堪称火爆：七天时间共接待游客34.04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65亿元。

沿着60公里长的西郊绿道，可以游玩
玄天秀水生态画廊、荷和原乡、西郊花语悠
游谷等30余个特色产业基地和乡村旅游景
区。南城街道黄桷门奇彩梦园内，10万多
株郁金香竞相绽放，游客络绎不绝；到巴川
街道玉皇村踏青赏春的游客每天都有七八
百人，带火了村里的农家乐，每天接待游客
200多桌；土桥镇六赢村“荷和原乡”景区酒
店、民宿和周边的农家乐天天客满，营业收
入超100万元……

“西郊片区农业产业和乡村旅游的快速
发展，主要得益于西郊绿道的带动。”铜梁区
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西郊绿道已成为
富裕群众的“产业路”、美丽乡村的“景观路”、
群众生活的“幸福路”。

“铜梁在乡村振兴西郊示范片的持续推
进工作中，通过完善基础设施，让闭塞的乡村
畅通起来；通过发展基本产业，让贫瘠的乡村
丰盈起来。”铜梁区委书记唐小平说，铜梁在
乡村振兴谋篇布局时，明确了以系统观念和
融合理念来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的思路，坚持
整体谋划、一体推进，探索走出一条布局一产
的同时配套二产、培育三产，改造农村危房与
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治理和整体打造城乡一体生态画廊相结合
的新路。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铜梁通过一条
60公里长的西郊绿道把各类资源要素整合起
来，探索出了一条有效路径。如何看待铜梁
的探索和实践？就此，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智库专家王茜。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是
未来较长时期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
激活乡村振兴的动力是首要问题。在 2020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把县域
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赋予县
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王茜认为
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来源是以区县为空间
的城乡融合。

常态化的疫情防控锁定了在地化的消费
半径，能够进一步增强县域内部城乡之间的消
费粘性，铜梁西郊绿色通道旅游环线正好迎合
了春节假期无法外出、就地过年等在地化的消

费群体需求，抓住了具有绿色消费需求的潜在
城市消费者，实现区域内部的城乡融合。目
前，这部分消费潜力巨大，还有待挖掘，应抓住
这个窗口期建立符合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为
促进要素的双向流动提供绿色通道。

另一方面，各地都在快速上马乡村旅游的
一二三产项目，但能够实现持久经营的难度很
大，同时对资源环境也带来一定破坏。王茜认
为，要加强乡村资源的统筹一体规划，遵循生
态资源生命共同体的内在特征和在地化属性，
生态化时期的产业模式应警惕规模化农业产
业带来的教训，布局形成符合城乡融合的多元
化业态，发挥乡村业态的集成创新作用。铜梁
经验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通过60公里的道路将
分散且多元的新型业态组合起来形成一定生
态空间范围内的产业集群，满足城市目标群体
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这是未来乡村振兴产业经
济的新格局、新模式、新组织。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智库专家王茜

推进乡村振兴
必须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专家访谈〉〉〉

三农
探索

2月7日，山地自行车爱好者在西郊绿道上骑行。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西郊绿道带动了西郊片区的乡村振兴。 受访者供图

“串点连线，成片扩面”，西
郊绿道将呈放射状分布的5镇
街串联起来，分散的产业开始
联动发展，“接二连三”

产业路〉〉〉

在巴川街道玉皇村的西郊绿道旁，有
一座黛瓦白墙的四合院，这是西郊片区的
专家大院，当地的果苗培育企业成王果业
公司就位于此。

“现在，公司的果苗已销往全国和哈萨克
斯坦。早在2013年我们就已入驻，但在西郊
绿道建成以前，业务一直做不大，每年营业收
入只有2000多万元。”成王果业公司董事长
陈贵虎2月19日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这主要是受制于交通的“肠梗阻”。过去
到苗圃基地只有一条一米多宽的机耕道，车
辆进出困难，存在安全隐患。本来公司生产
容器苗的利润最高，但生产容器苗需要的原
材料多，运进苗圃不方便，迟迟不能上马。

铜梁区交通局副局长谭洪平介绍说，以前，
城区通向西郊5个镇街的干道是呈辐射状分布，
彼此之间没有干道环线，只有靠村级公路相连，
路况很差，大多数车辆都选择从城区绕行。比
如从侣俸到太平，如果有干道环线，十几分钟就
可到达，但从城区绕行，则需要半个小时以上。

2018年，西郊片区欲创建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核心区，5个镇街交通不便的矛盾充分
显现：本来，这个片区的农业产业基础不错，
发展了花卉、苗木、蔬菜、水果、淡水鱼养殖
等特色产业，但由于交通阻隔，无法联合起
来发展，更不能形成旅游环线发展乡村旅
游，只有一些分散的农家乐和垂钓项目等。

2019年3月，铜梁建成了一条长60公
里，宽 6.5 米的彩色公路环线——西郊绿
道。西郊绿道通过“串点连线，成片扩面”，
把分属5个镇街的众多产业基地或景区、景
点串联起来，同时还修通了西郊绿道连接各
村社的支路，沿途5万多村民出行得到了改
善，面积达120平方公里的乡村连成了一片。

西郊绿道的建成，给成王果业公司的经
营业务带来显著变化，公司把容器苗作为主
营业务，苗圃基地也扩展到了800亩，年收入
有4000多万元。

由于西郊绿道的带动，目前，示范片区
已经引进培育134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
转土地2.35万亩，发展花卉苗木、精品果蔬
等特色产业超过4万亩，打造了原乡小艾、铜
梁龙柚、龙乡莲藕、坪漆香桃、有机草莓等一
批特色农产品品牌。

田 园 变 花 园 ，农 区 变 景
区，西郊绿道掀开了美丽乡
村画卷，西郊片区成为城里
人的打卡地

景观路〉〉〉

土桥镇六赢村早就是一个花果之乡，山
上栽有桃、李、枇杷，山下种有万亩莲荷，可

谓“山上季季有鲜果，山下十里赏荷花”。西
郊绿道把这些景点串连起来，形成一条精品
旅游线路。

“但是村里人居环境离乡村旅游的要求
还有很大差距。”六赢村支部书记吴开英介
绍说，村里按上级要求推行积分制，鼓励村
民扫屋通沟、栽花种草。

但这项制度的推行遭到部分村民的反
对。十二社村民杨大华家喂有鸡鸭，但他一
直不愿圈养，院坝时常污秽遍地。面对村干
部的劝说，他脸一黑：“鸡鸭怎么养是我家的
事，你们管不着！”

为了说服村民积极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村干部先在西郊绿道沿线的八家院落建起
整治示范点，房前屋后栽满了花草，院落也收
拾得整洁美观，成为一道风景线。没多久，游
客的车子停在了这些院落，农家自产的腊肉、
鸡鸭、莲藕等土特产也连带着卖了个好价钱。

这些变化，杨大华等村民看到眼里，他
们找到村干部，表示也要把自家院坝收拾干
净。吴开英说，人居环境改善了，游客越来
越多，村里的民宿已由一家发展到四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让西郊片区呈现出
一幅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而西郊绿道
打造的特色景观还有两处：一是绿道本身，
二是乡村会客厅。

为了提升道路的“附加值”，西郊绿道“颜
值”得以提升：道路铺设了红色跑道，公路两
侧栽种了竹子、桃树、芭蕉等经济林木和月
季、野菊花、旱金莲等多年生开花植物。

乡村会客厅是西郊片区的“地标”建筑，
它是游客接待中心，也是村民活动室和农家
书屋。目前，沿着西郊绿道一共有8个乡村
会客厅，每个会客厅都有不同的主题，比如
西来村是以婚恋为主题，而土桥镇河水村是
以红色文化为主题。

目前，西郊绿道作为“景观路”的定位已经
实现，并催生了近郊生态观光游，西郊片区已
成为城里人的打卡热地：赏花、美食、骑行、马
拉松赛、荧光夜跑……铜梁区文旅委提供的数
据显示：两年多来，有684万人次到西郊美丽
乡村打卡，带来旅游综合收入达31.62亿元。

“在家有脸面，出门有活
干”，西郊绿道给村民带来获
得感、幸福感，大量外出村民
纷纷返乡

幸福路〉〉〉

春节期间，巴川街道玉皇村十一社村民
王汝元夫妻俩就作了一个决定：“叶落归根，
今后就留在村里住了。”在此之前，夫妻俩已
在铜梁城区长住了20年。

早些年，王汝元靠承包建筑业务赚了些
钱，在铜梁城区买了房。2019年，铜梁西郊
绿道建成后，玉皇村的乡村旅游红火起来，
王汝元也拿了几万元钱把村里的旧房重新
装修了一下，准备租给别人经营农家乐。春
节回家住了几天后王汝元发现，城里有的，村
里大部分都有，比如公交车、路灯、健身房、娱
乐室、书屋、超市……最关键的是，他已经65
岁，在城里要找一份工作很难，而在村里，他可
以到农业基地、农家乐里打短工，每月收入一
两千元不成问题。

近些年，在铜梁西郊片区，由于农业产业
的发展、乡村旅游的带动、村容貌的改善和公
共设施的完善，进城村民回乡居住早已不是
什么新鲜事。

土桥镇大磨村的苏家院子荒废多年，西
郊绿道建成后，院子的4户人家回迁翻修祖
屋、修建果园、开农家乐。

吴开英也介绍道，以前，每到周末，大多
是村里的老人背着土特产去看城里的子女；
现在倒过来了，是城里的子女开车回来看老
人，村里六七成的农户院坝都停着小轿车。

在西郊片区的农村，村民“走路不湿鞋，
吃水不用抬，烧火不用柴”。年纪大一些的，
可以散步、跳坝坝舞；年轻一点的，找个活儿
干也比较容易，而那些到城里的年轻人，也感
觉回得来、住得下了。

南城街道西来村的老党员李强用自编的
“三句半”唱出了心中的幸福：“白墙灰瓦住新房，
车水马龙人熙攘，家家户户心欢畅，奔小康。”

当地村民在有机草莓基地务工。 受访者供图

美丽乡村的一条秀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