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苏畅

5月7日，梁平区星桥镇两路村，高
标准农田阡陌有序、整齐成片。农田之
上，村民们卷起裤腿，带上斗笠，忙着填
沟蓄水，为下一步插秧做好准备。

“这里曾经是大小不一、散乱分布
的‘巴掌田’和撂荒地，如今两路村的高
标准农田建设基础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村里已消除撂荒地，所有的农田都开始
了春耕春播。”两路村党支部书记杜江
东介绍。

以前的两路村，耕地“小而散”，农
业效益“少而低”。两路村地处城郊，大
多数人都选择去城里打工，部分耕地也
随之成为撂荒地。谁来种地？如何种
地？杜江东想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通
过建设高标准农田，吸引种植大户经营
土地种植，减少人工、增加机器作业效
率，以此提升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

收入，盘活两路村的撂荒地。
杜江东的想法得到了梁平区农业

农村委的支持。2020年，梁平区农业
农村委投入2000余万元，按照宜机化、
水利化、生态化、园田化、规模化、标准
化、智能化“七化”目标，在两路村建设
高标准农田与现代农业示范区。

然而，两路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
进过程，却不是一帆风顺。

建设高标准农田，面临着打乱农民
承包地界线、因修机耕道排灌渠而占用
农民土地等一系列问题，加上小部分村
民的不理解、不支持，导致两路村高标
准农田建设一时间难以进行。

针对上述问题，两路村集体经济组
织采取委托流转或入股等办法集合土
地，再整体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把“小
田”改成“大田”，由户户“小而散”种田
方式改成种植大户“大而专”的经营方
式。改后的土地“确权确股不确地”，最

后由村集体采取统一公开竞争经营、集
体直营、企业合营、代耕代种、托管经营
等多种方式实现土地流转型或服务带
动型规模经营。

随着挖掘机、推土机开进稻田，以
往杂乱无序的“小田”变为整齐划一的

“大田”。生态杀虫灯、智能摄像头、传
感器等科学技术也被运用到田间地
头。见此，多名种植大户想要到两路村
来流转土地种稻谷。

2020年12月，27位种田大户齐聚
两路村公共服务中心，以投标的方式，
公开竞争两路村经过高标准建设后的
土地经营权。最终，4名种植大户以每
亩每年支付450元租金、60元工程维
护与服务费的价格中标，获得5年的农
田经营权。

在竞标会上，种粮大户邓中集中流
转了1000亩水田。“之所以流转这么大
规模的水田，是因为农田经过了整治，

平均每块田都在5亩以上，基本实现全
程机械化种植，成本节省效果明显，并
且在统一种植标准的情况下，稻谷销售
价1斤能高出6分钱以上，1亩地能多
收入60多元。”邓中说。

“我家4亩多水田，以前光是插秧

一项，就要五六天时间，累得人直不起
腰杆，年纪大了没有精力继续耕种，大
部分地都成了撂荒地。如今我把土地
流转给大户种，除了收入租金，年底还
可以分红，我可算是能‘退休’了！”73
岁的两路村村民刘道来笑着说。

梁平区两路村：

高标准农田建设让“小田”变“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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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畅

5月11日，綦江区横山镇堰坝村梯
田上，村民们或驾驶农机施肥，或查看
秧苗长势，一片热火朝天的农忙景象。

“这片土地上种的就是有名的横山
大米。”綦江区横山镇堰坝村党支部书
记袁洪明说，横山大米历史悠久，清朝
时期曾是贡米。

堰坝村曾是横山大米的主产地之
一。然而，曾经的堰坝村，大多数年轻
人都外出务工，留在家中的老年人无法
大面积种植稻谷，部分土地逐渐成为了
撂荒地。“横山大米也成了沉睡的优质
资源。”袁洪明十分惋惜地说。

如何“唤醒”沉睡的资源？横山镇
按照“把支部建到产业上”“打造横山贡

米品牌”的思路，成立横山大米产业党
支部，并通过“三变”改革推动全镇横山
大米产业发展，继而复耕复垦撂荒地，
种植横山大米。

2019年，为了消除破解集体经济
发展难题，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堰
坝村实施“三变”改革，村集体成立一家
公司，流转撂荒地种植横山大米。

然而，当袁洪明等村干部号召村民
们以撂荒地入股村集体时，堰坝村部分
村民却持观望态度，村民袁应强更是第
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种大米能挣几个
钱，我自己种还能填饱肚子，拿给村集
体种，根本没有什么利润。”

对此，袁洪明给袁应强等村民算了
一笔账：横山大米亩产稻谷800余斤，
按最低 2 元/斤出售，收入能达 1600

元，除去各项成本，每亩纯收入能有
600元。按照村集体制定的利益分配
机制，收入的60%将纳入村集体经济，
收入的 40%作为产业分红归村民所
有，入股村民每股至少可以收入240
元。“入股的村民还可以在种植基地内
打工，工资80元/天，如果加工成大米
出售，那利润空间更会成倍增加。”袁洪
明的话打消了袁应强等村民的顾虑。

通过打造“横山贡米”品牌，去年堰
坝村种植的横山大米产值为75万余
元，产业分红达30万元。目前，堰坝村
共流转撂荒地516亩种植横山大米，有
224户村民入股村集体经济。

“我不仅流转近3亩撂荒地入股集
体经济，还在横山大米种植基地内打
工，除了的产业分红外，每年打工还能

收入2万多元。”袁应强说。
“下一步，堰坝村还将复耕复垦

100余亩撂荒地，用于种植横山大米、
豆类、晚熟玉米等农作物。”袁洪明说。

綦江区堰坝村：

打造“横山贡米”盘活撂荒地耕地是粮食生产

的命根子，是国家粮

食安全和百姓“米袋

子”的基础。为有效

遏制耕地撂荒，充分

挖掘保供潜力，今年

初，农业农村部印发

了《关于统筹利用撂

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

展的指导意见》，市农

业农村委就此印发了

实施方案，要求各区

县各部门结合当地实

际，做好撂荒地的盘

活利用工作，确保粮

食生产面积稳定。

近年来，重庆通

过开展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农田宜机化

整治、引入新型经营

主体、推进“三变”改

革等方式，盘活利用

撂荒地，在“巴掌田”

“鸡窝地”上发展起现

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

今日起，本报推

出“撂荒地成了丰收

田”专栏，详细介绍各

地盘活利用撂荒地的

经验，敬请关注。

撂荒地成了丰收田

开栏语

綦江区横山镇堰坝村横山大米种植基地。 （受访者供图）

梁平区星桥镇两路村高标准农田。 特约摄影 刘辉/视觉重庆

文明实践看巴渝文明实践看巴渝·南川南川

南川区以“晒”推动文明实践落地开花

以“晒”促学 以“晒”促改 以“晒”促干

晒出机制时
文明实践经验得到推广

“‘双晒’活动最大亮点就是扭
住重点人员‘述’。”南川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负责人介绍，他们精
选“打擂人”，举办展示交流专题
会，第一轮由 34个乡镇（街道）宣
传委员、文明实践所副所长轮番登
场，通过现场观摩、实地交流、PPT
展示、现场演说等相结合的方式，
晒出本地文明实践体制机制、资源
整合、服务群众、特色项目等工作
业绩和实践亮点。经评委综合评
定，选出 12个乡镇（街道）进入第
二轮“双晒”活动，由乡镇（街道）党
委书记、文明实践所所长围绕特色
项目、重点活动等谈亮点、晒成效，
破解基层文明实践工作中存在的
供需对接难、服务持续难、群众发
动难等问题。

“东城街道灌坝社区以‘好邻
居’志愿服务队为依托，深化聚焦

‘吼班大哥’‘劝和大妈’‘知心姐
姐’3支特色志愿服务队建设，群众
积极当志愿者服务社会。”今年2月
初，南川区组织召开全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现场交流推
进会，东城街道党工委书记、文明
实践所所长周明理在会上自豪地
介绍东城街道的特色志愿服务项
目。

“新时代文明实践解决的是思
想问题，守的是精神阵地，要在乡村
振兴中深化文明实践工作，为建党
100周年献礼。”南川区木凉镇党委
书记、文明实践所所长程科以“在乡
村振兴中深化文明实践”为角度介
绍自己的特色工作。

南川区石溪镇党委书记、文明
实践所所长王俊将该镇的“从头开
始——义剪”志愿服务活动娓娓道

来，20余名年轻人成立志愿理发小
组，为300余户留守及空巢老人义务
免费理发。

“目前，我们已建成‘乡村振兴’
扶贫扶智、‘伍柒捌’、‘小喇叭’、‘大
管家’、‘百灵鸟’等特色志愿服务 队
伍 17 支。通过对操办宴席相关规
定的宣传和志愿者的劝导，已成功
劝阻拟滥办酒 席34起，取消酒席
950 余桌。”南平镇党委书记、文明实
践所所长谈小平对利用志愿服务队
助力全镇宴席治理的经验做法进行
了详细介绍。

晒出亮点时
文明实践实际问题得到解决

“工作讲得好，首先要做得好。”
推进会上，12个乡镇（街道）文明实

践所所长妙语连珠。采取“实地观
摩、PPT展示、现场演讲”的形式，用
视频展示，用图文印证，用事实说
话，既比措施和成效，又看态度和干
劲。

台上的展示精彩绝伦，让场下
的观众爆发出阵阵雷鸣般的掌
声。南川区还坚持当场评、公开
评，邀请专家学者作为评委，当场
实名打分，当场统计汇总并公布成
绩和排名，最终评定7个创新奖和
5个优胜奖，以红头文件通报全区
各级各部门，晒出先进成绩、亮出
后进差距。

为扩大“双晒”活动效应，南川
区级媒体开辟了特别关注专栏，对
12个获得创新奖和优胜奖的文明
实践所的工作措施、特色亮点、工
作成效等进行专题报道。同时通
过报、网、台全媒体广泛宣传文明
实践工作中涌现的典型做法、突出

事迹等，向全区 70 万名干部群众
公布，网络点击量达30多万人次，
形成上下重视、各级支持、广泛参
与文明实践的浓厚氛围，掀起“比
学赶超”新热潮。

南川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南川借鉴全市“双晒”经验，切实
解决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上热中
温下冷”问题，推出文明实践“双晒”
制度，基层文明实践所相继上台标
进度、比高低，亮成效、评担当，各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以图文形式展
示特色志愿服务项目，以“晒”促学、
以“晒”促改、以“晒”促干，极大地激
发了各地创先争优、比学赶超的积
极性，有力推动了文明实践往深里
走、往实里走。

肖萧
图片由南川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提供

福寿镇“五点课堂”志愿服务项目，对留守儿童开展绘画培训东城街道“好邻居”志愿者和居民欢度中秋活动，现场制作传统手工小糍粑

石溪镇“从头开始——义剪”志愿服务项目，为留守老人免费理发

今年以来，南川区为切
实解决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上热中温下冷”问题，推
动文明实践往深里走、往实
里走，启动了“晒志愿服务
项目、晒文明实践成效”为
主题的文明实践“双晒”活
动。东城街道经过两轮选
拔，入围全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工作现场交流
推进会。会上，周明理等12
名镇街“一把手”精神饱满、
字正腔圆，上台晒工作、比
高低、亮成效、评担当，以
“晒”促学、以“晒”促改、以
“晒”促干，“晒”出了当地新
时代文明实践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