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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
镇街空气质量监测全覆盖

7月2日上午，在铜梁区南城街道淮远河畔，
技术人员正在提取空气自动监测站里的数据。

目前，铜梁区在城区和28个镇街建起了53
座空气自动监测站，实现了城乡空气质量监测的
全覆盖，这些数据经过平台大数据智能化实时在
线分析，将污染状况向有关单位和企业提出预
警，从而得到及时的处置。

据介绍，应用大数据智能化建起的大气污染
防治智能监管网络平台，不仅有利于污染防治，
更提升了监测预报预警和环境保护工作信息化
水平，为大气污染防治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精准
数据保障。

铜梁融媒体中心 赵武强

石柱大歇镇：
林下套种享双赢

近日，在石柱大歇镇双坝村皱皮木瓜基地，
皱皮木瓜树与套种的洋白菜、红薯等作物绿意盎
然，生机勃勃。

为盘活闲置土地，当地引入石柱县众腾中药
材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农户+土地入股”
的利益联结机制，发展皱皮木瓜2600亩，当地群
众尝到了土地入股分红和就地务工增收的甜头。

自2018年以来，大歇镇培育并引进专业合
作社（公司）15家，深度调整产业结构。为提高
土地利用率，获得最大的种植效益，各专业合作
社（公司）在林下套种了黄豆、洋白菜、红薯、辣椒
等低杆农作物。

眼下，正是洋白菜收获的时节，按照每公斤
0.5元的市场价格计算，今年众腾中药材专业合
作社就可创收8万元。“家里的土地入股到合作
社，农忙时节我就在基地务工，每天有70元工
资。”正在采摘洋白菜双坝村村民秦宗列介绍。

石柱融媒体中心 刘光艳 张小林

云阳巴阳镇：
“乡村振兴车间”开工生产

近日，云阳县巴阳镇永利村，村民期盼已久
的云阳县永利制衣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投产。

据介绍，该制衣厂是云阳县乡村振兴局成立
以来的第一个“乡村振兴车间”，由永利村集体经
济与开州区宏山服装厂共同投资建设，利用村集
体闲置房屋资源，主要生产外贸时装，重点支持
脱贫人口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就近就业，为外出务
工人员返村就业创造“根据地”。

村支部书记万丹表示，制衣厂从以人为本的
角度出发，专门在生产车间旁设置了“职工子女
之家”活动室，由专人辅导无人照顾的职工子女，
很好地解决了制衣厂职工的后顾之忧，以帮助大
家实现家、工作、生活完美融合。

据悉，永利制衣厂目前有熟练工人23人，正在
接受培训者57人，熟练员工月平均工资3000—
5000元。下一步，制衣厂还将增加生产车间，扩大
生产规模，让有技术的留守村民“全就业”。

云阳融媒体中心 刘太兴 陈威宇

万盛南门村：
高山甜糯玉米上市

近日，万盛经开区黑山镇南门村的甜糯玉米
成熟上市，剥开绿皮外壳，嫩白的玉米粒莹润饱
满，充满清香。

南门村平均海拔在600米以上，阳光充足，
空气湿润，种植的糯玉米口感香糯，清香甘甜，营
养丰富。目前全村种植甜糯玉米300余亩，预计
总产量200多吨。甜糯玉米的采摘期从6月底
可一直持续到8月，每斤售价2—3元，欢迎大家
前来采购。

联系人：张老师；电话：18108302266
万盛经开区融媒体中心 武晓静

潼南水桥村：
200亩凤凰李任你采

眼下，在位于潼南区花岩镇水桥村宝锋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的水果基地，凤凰李挂满了枝头，
果香扑鼻，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

凤凰李集合了青脆李和脆红李的特点，口感
好，外形美观，没有裂口，果粒大，果肉、果皮脆
甜，肉质脆爽而细嫩。

基地种植规模达200余亩，凤凰李已经进入
盛果期，采摘价格为8元/斤，超过50斤则优惠至
7元/斤。

联系人：范晓波；电话：13708399268
潼南融媒体中心 徐旭

巴南仙池村：
8元一斤摘土香桃

巴南区鱼洞仙池村的优质土香桃已经陆续成
熟，采摘可持续到8月，入园采摘只需8元一斤。

仙池村种植有3000亩优质土香桃，是重庆
名牌农产品。香桃外形饱满，果皮和果肉均为翠
绿色，成熟后果肉和果核能自然分离，口感脆嫩、
香甜纯正。

联系人：牟老师；电话：13708342030
巴南融媒体中心记者 罗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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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好乡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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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力赛”

记者手记〉〉〉

补齐断链补齐断链 丰都鸡产业伺丰都鸡产业伺““鸡鸡””而上而上

□本报记者 左黎韵

“这段时间天气较热，要加紧设备的检
查、调试，保证最适宜蛋鸡生产的气温、光
照……”

6月28日，丰都虎威镇，一座现代化大
型蛋鸡饲养场内，一位身材瘦高的中年男
子，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向围坐在中央控
制区的工人讲解夏季蛋鸡养殖的注意事项。

男子叫王新胜，是北京德青源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青源）向重庆分公司
派遣的总经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德青
源蛋鸡饲养场实现从项目建成投产，到存栏
90万只蛋鸡，年产鸡蛋1.8亿枚。

以德青源为载体，丰都县近年来引入河
北华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裕农
科）、广州温氏集团等上下游企业，构建起从
蛋种鸡养殖，到蛋鸡孵化、蛋肉鸡养殖加工
均可在丰都完成的“一站式”供应服务的全
产业链条。在我市鸡禽养殖行业，丰都拥有
最完备的产业链条，且现代化程度最高。同
时，丰都还不断完善与农民的利益链，让更
多农户分享发展红利。

造链
7.5个亿建起现代蛋鸡饲养场

当天一大早，王新胜便来到饲养场，更
换上防护服，再经过层层消毒、清洁，才顺利
进入养殖区域。

鸡舍实行全封闭管理，在中央控制区的
大屏幕上，一只只白羽红冠的蛋鸡正悠闲地
喝水、啄食。饲料、净水被自动喂料机均匀地
投喂至笼中，鸡蛋、粪便则被传送带分类运送
至包装车间和制肥厂，整个过程有条不紊。

“通过自动喂料、集蛋集粪、温控调节等
现代设备，目前饲养场已实现从蛋鸡饲养到
集蛋包装的全程智能化、机械化，一栋存栏
量10万余只的鸡舍只要一个工人就能轻松
管理。”王新胜自豪地说。

德青源是我国著名的鸡蛋品牌，目前，
在北京品牌鸡蛋市场占有率高达68%。德
青源为何敢于投资7.5亿元，在丰都打造第

一个现代化蛋鸡饲养场？
时间追溯到2016年。彼时，国务院扶

贫办、国家开发银行和北京德青源公司共同
发起了“金鸡”产业扶贫计划，在全国范围内
引导贫困农户参与蛋鸡养殖，通过务工、分
红等方式，构建起新型滴灌式到户到人的扶
贫模式。丰都被纳入发展计划范围，并提出
了以“大龙头”带动“大联结”，打造全产业链
的思路。

这一年，王新胜在丰都进行项目考察的
时候，在虎威镇同心村碰到刚刚养鸡失败的
余文林。

37岁的余文林那时是村里的贫困户，想
通过蛋鸡养殖摆脱贫困，然而一次病情蔓
延，他的鸡群就死了大半。

这件事给王新胜的触动很大。“事实上，
在我们到来之前，丰都已拥有100万只蛋鸡
养殖量，但大多都是像余文林这样的散户养
殖，科技含量不高，抗风险能力低，一点小风
波就能让养殖户的努力付诸东流。”王新胜
说，从另一方面看来，丰都拥有一定的蛋鸡
养殖基础，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最终项
目落户丰都。

很快，当地政府就在虎威镇平整了
1000多亩土地，修建了100多个鸡舍及中
央控制区，德青源则按照每年10%的标准支
付租金，将厂区承租过来。

2019年，随着设备、鸡苗陆续进场，德
青源顺利投产，实施“有机种植—生态养殖
—食品加工—有机肥生产”的循环农业，构
建集玉米种植、饲料加工、蛋鸡养殖、蛋品加
工、包装制品、物流运输、有机肥加工于一体
的产业链。

补链
产业链从养蛋鸡延伸到育鸡苗

“可项目实施不到两个月，就遇到了难
题。”王新胜说。

海兰、罗曼是德青源饲养的两种主要蛋
鸡品种，为了保障鸡苗的种源、品质，由北京
总公司统一提供。一次，王新胜向总公司预
定了1万只海兰鸡苗，然而，运回来不到5
天，鸡苗便陆续生病、死亡。

此时，鸡棚设备已开始运转，若没有鸡
苗及时补栏，会造成水、电等极大浪费。情
急之下，王新胜跑遍了丰都各大市场，可始
终找不到合适的鸡苗。“丰都本地以土杂鸡
为主，这种鸡产蛋率低，可作为肉鸡，但不适

合作为蛋鸡养殖。”王新胜很苦恼。
德青源遇到的难题让当地政府和企业都

意识到：丰都鸡产业要做大做强，光靠一家公
司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引入上下游企业，
把单一的蛋鸡养殖产业链向前后端延伸。

围绕这个产业，丰都成功吸引到华裕农
科落户，投资打造了雏鸡孵化中心、蛋种鸡
的标准养殖场及相关配套设施。

当地政府从中牵线搭桥，想促进华裕农
科和德青源建立上下游合作关系。但王新
胜有些顾虑：“说白了，就是供应量和技术的
问题。”丰都德青源蛋鸡饲养场满栏后，将达
到蛋鸡存栏量240万只（其中青年鸡 60 万，
产蛋鸡 180 万），平均算来，每年就需要150
万羽雏鸡苗。而且，作为国内著名的蛋鸡品
牌，德青源从父母代种鸡选育，到鸡苗孵化、
免疫等都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在此之前，他
曾联系过周边一些小型孵化场，希望他们按
照德青源的标准和要求提供雏鸡苗，可这些
小型孵化场要么是供应量无法保证，要么是
技术标准不达标。

直到前往丰都华裕雏鸡孵化中心实地
考察后，他悬着的心才总算落了下来。在孵
化中心，一台好似大转盘的免疫注射设备吸
引了他的注意：工作人员将鸡苗挨个套入盘
中，待转盘转动一周，鸡苗便完成自动断喙
与免疫注射。

这套从国外引进的设备，每台机器每小
时可为6000—8000羽鸡苗进行断喙，比起
人工断喙，设备能减轻断喙对鸡只造成的应
激反应，同时还可有效提高雏鸡的生产性
能。此外，从种鸡培育、到种蛋挑选、鸡苗孵
化等，华裕农科在各个环节的标准化、科技
化也让他颇为满意。

很快，丰都德青源蛋鸡饲养场便与华裕
农科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每年向其定点输送
海兰蛋鸡鸡苗。至此，丰都蛋鸡产业初步构
建起集蛋种鸡养殖、雏鸡孵化、蛋鸡养殖于
一体的完备产业链条。

扩链
与农户建成利益共同体

每天上午是蛋鸡产蛋的高峰期，也是余
文林最忙的时候，鸡蛋通过传送带运至加工
车间，他和工人们娴熟地将鸡蛋收集、清理、
打码、装箱。

养鸡失败后，余文林一度对脱贫失去了
信心。王新胜再一次找上门来，动员他到蛋

鸡养殖基地务工，“每个月固定收入就有
3000多元，基地又离同心村不远，下班后还
能接娃儿放学。”王新胜的话让余文林心动
了，他报名参加了招聘，成为包装车间一名
工人。2018年，靠着务工收入，余文林成功
脱贫，这几年，孩子们也陆续找到了工作，家
里负担少了，他的日子越过越好。

在德青源，像余文林这样依托基地务
工，成功脱贫的共有30余户。作为一个扶
贫产业，德青源对贫困户的带动不仅于此，

“政府利用我们缴付的租金增加公益性岗位
数量，提高岗位福利，间接带动了3000余名
贫困户增收。”王新胜告诉记者。

然而，在这样的模式下，农民仅仅只是
鸡产业的务工人员，很难发挥他们发展产业
的积极性。如何完善与村民的利益链，让更
多农户分享到发展红利？

王新胜坦言：“现代化饲养体系对设施
设备、人才技术要求较高，并不适合向散户
输出，因此对农户的带动力有些不足。”

2018年，丰都在德青源、华裕农科的基
础上，又引入了肉鸡养殖龙头企业——广州
温氏集团，通过与县级国有企业丰都农发公
司合作，制定了“企业＋村集体＋农户”的肉
鸡代养计划：即由农发公司、村集体整合扶贫
资金修建鸡棚，温氏集团负责免费发放鸡苗、
饲料，并提供技术指导，农户则负责养殖。

社坛镇龙门村村民李明龙就是这一计
划的获益人之一。2019年，他将村里的4个
代养鸡棚都承包过来，温氏集团向他定点派
驻技术指导员，从最基本的饲料配比、圈舍
清理，到饲养育肥、疫病防控，技术员手把手
地教、实打实地帮，李明龙很快从技术小白
变成养殖达人。

去年，他分两批次一共出栏了10万只
鸡，鸡只由温氏集团统一收购，他获得了30
余万元的代养费，净利润达到20万元。

“依托温氏集团的代养计划，我们实现
了鸡产业链向养殖散户的延伸，不仅如此，
县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还从租金中拿出
一部分返还给村集体，用以充实集体经济，
让每一位村民都能享受到产业红利。”丰都
县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温氏集团已
在丰都建成200个代养场，年出栏肉鸡900
万只。

下一步，丰都县还将探索“资产收益、订
单种养、村级入股分红”等模式，构建起“企
业、村集体、农户”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实现了小农户与大产业的有机衔接，提高农
户可持续增收能力。

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而做大做长
产业链又是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要
让农产品从农田、圈舍摆上超市的货架，
再成为餐桌上的美食佳酿，从育种、种养、
到加工、物流，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都不
可掉链子。

今年，全国猪价下跌，记者曾采访过
一个养殖户，由于资金吃紧，他不得已一
口气卖掉了 200 头大肥猪，收入较往年少
了 一 半 。“ 要 是 有 配 套 的 加 工 企 业 就 好
了！”养殖户发出这样的感慨。资料显示，
精深加工的猪肉制品比统装猪肉增值了
60—80%，而且，因其延长了保质期，价格
也不再完全受生猪市场左右。

发展农业不能只做“一锤子买卖”，而
必须“跳出农业抓农业”。农业种养情况
如何，决定了农产品加工、销售等下游企

业的经营状况。同样，下游企业经营的好
坏，也决定了上游农产品的价格和农民收
入等，牵一发动全身，每个环节都关系着
整个农业产业的发展。

这几年，重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
推 动 农 产 品 延 链 补 链 强 链 上 下 足 了 功
夫。例如，江津区依托 56 万亩花椒基地，
打造以花椒为主的调味品产业集群，潼南
增加 10000 亩柠檬种植，加大农产品多样
化开发；巫山脆李、奉节脐橙、梁平柚等地
标农产品也相继推出了自己精深加工产
品……

可见，未来农产品的竞争离不开对产
业链的把控，只有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
值链、打造供应链，推动三产融合发展，才
能让农业真正成为高附加值的富民产业。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农业产业链不可掉链子”

▲▲

华裕农科蛋鸡孵化中心接受断喙免疫华裕农科蛋鸡孵化中心接受断喙免疫
的鸡苗的鸡苗。。

▲▲德青源在丰都打造的现代化蛋德青源在丰都打造的现代化蛋
鸡饲养场鸡饲养场。。

▲▲

工人将种蛋上架工人将种蛋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