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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奏响新版梁平奏响新版

□本报记者 颜安 实习生 千禧月

一个多月前，交通运输部发布2020年度
“十大最美农村路”名单，梁平区渔米路脱颖
而出，入选全国十强。

“渔米路之所以能当选，是因为它连接了
礼让镇川西村的美丽村庄、成片鱼塘，串联起
沿线5000亩杨梅蓝莓、3000亩花生、1200亩
梨园、800亩葡萄园、600亩草莓园等特色农
业基地，呈现出鱼肥水美、瓜果飘香的美丽乡
村画卷。”梁平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唐帮元向
重庆日报记者解释道。

但在几年前，以川西村为核心的梁平渔
业园区，还只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渔业基地，尽
管拥有全市规模集中度最大的商品鱼生产基
地和唯一以渔业为主的农业科技园，但来往的
人，除了渔民就是渔贩，外面知道的人并不多。

“现在，我们不光卖鱼，也卖景。”唐帮元
说，当地一方面对原有的渔业养殖进行结构
调整，发展生态渔业，另一方面，又在渔米路
沿线布局垂钓休闲、旅游观光、露营避暑等项
目，走一条渔文旅融合发展的现代渔业之路，
一曲新版《渔光曲》正在这里奏响。

结构调整：
南美白对虾“游”进了川西村

“来，搭把手！”7月2日，位于梁平区礼让
镇川西村的重庆市对虾工场一片繁忙，工人
们把刚送到的南美白对虾苗从车上扛下来。
走进工场，一个个池子已蓄满了水，水流欢快
地奔涌着，似乎在迎接着虾苗投进它的怀抱。

说着一口普通话的工场总经理刘大伟，
来自淡水养殖大省湖北，与梁平结缘，还有一
段故事。

梁平渔业园区已成立10年，养殖规模
1.2万亩，年产量1.5万吨，总产值7亿元，发展
初见成效。

然而，转型也迫在眉睫。2019年，农业
农村部等十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水
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建设环
境友好型水产养殖业。

“我们当时就在计划，实现渔业的产业结
构调整与升级，解决水产养殖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的矛盾。”梁平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唐
帮元说。

2020年，梁平渔业的专家顾问，华中农
业大学水产学院教授梅洁，向梁平引荐了武
汉康立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是中国科学院水工程
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刘汉勤，其公司的重要业
务是循环水养殖系统的研发与推广。双方在
接洽中发现了机遇，梁平找到了园区绿色转
型的科技支撑，而刘汉勤则发现可以在湖北
之外的地方大展拳脚。

于是，作为武汉公司的子公司，重庆市对
虾工场于去年11月在梁平成立，刘大伟等人
被派到了梁平。

“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率先使用循环水系
统成功养殖南美白对虾，不仅节能降耗，更能
增产增收。”刘大伟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工场
内南美白对虾的日均产量约500斤，年产量
可达18万斤，年产值达720万元，而其占地
仅为25亩——与园区的其他养殖户相比，其
单位产出高出几倍，而且纳米紫外线消毒、生
物滤池、动力泵清水池等技术的运用，代表了
绿色生态养殖的发展方向。

梁平渔业园区在结构调整方面的动作还
不止于此。去年以来，园区抢抓长江“十年禁
渔”政策实施后市场优质鱼供给不足的重大
机遇，积极引导养殖业主调优养殖结构，逐步
减少“四大家鱼”传统高密度养殖面积，引进
鲈鱼、大闸蟹、南美白对虾、罗氏沼虾等名优
鱼品种，推广面积5000余亩，名优鱼产品比
重近40%，商品鱼价格同比增长30%以上。

生态养殖：
尾水处理池成了养殖标配

与结构调整并行的，是生态技术的推广
运用，尤其是对养殖尾水的治理。

梁平渔业发展过程中，养殖密度大、尾
水处理差是大多数养殖主体的一个弊病。

礼让镇同河村村民潘传均是最早回乡
发展渔业的村民之一。刚起步之时他不懂
技术，亏了100多万元，后来政府不断组织
技术培训，他慢慢摸索到了门道，逐渐扭亏
为盈。

为了把损失赶紧补上，他加大了养殖密
度，随之而来的便是饵料、鱼药的加倍使
用。在尾水治理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水质成
了问题，一旦有暴雨或泄漏，污水便会排进
川流而过的龙溪河中，造成污染。

怎么办呢？梁平采取了三个做法：一是
引导养殖户降低养殖密度，减少鱼塘污染物
的产生；二是治理尾水；三是养殖技术的更
新。

第一个需要时间，后面两个则可立即着
手。去年，梁平区拿出3000万元，用于园区
的尾水治理，一条长约750米的生态沟渠，
很快建成并发挥出功效。

这条沟渠包含有“三池两坝”，即沉淀
池、曝气池、生态净化池和两个过滤坝。在
沉淀池，养殖尾水汇流后，通过一道过滤坝
再到曝气池，再经过一道过滤坝到生态净化
池，就可以达标排放了。根据测算，经过生
态沟渠过滤后的尾水，水质能够达到地表四
类甚至三类水质。

养殖户方面，当地有关部门要求养殖面
积6-10%用于修建生态池、“三池两坝”等工
程设施，用于处理池塘中上层养殖尾。

要减少鱼塘面积，一开始许多养殖户并
不乐意。但是短期的经济效益“减法”却能转
换为长期综合效益“加法”：一方面，经过处理
的尾水水质有效改善，保障了河道水环境的
安全稳定和养殖塘的水环境质量；另一方面，
水质的优化也带来了水产品产量和质量的提
升，能提高经济效益，“这笔账大家都能算得
过来。”梁平区畜牧渔业发展中心主任唐仁军
说。

养殖技术更新方面，依托重庆三峡职业
学院、重庆市生态渔产业技术体系在村里建

起的稻渔综合种养试验示范基地，
园区牛刀小试发展了稻鱼共生养
殖。“虽然减少了养殖密度，但稻米
和鱼的品质都提高了，价格也跟着
涨起来了。”养殖户龚来兵掰着指
头算账，喜笑颜开。

去年10月至今，梁平区还依法
对3起养殖尾水超标排放的违法行
为做出处罚，这让养殖户明白，肥水养
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谁排放
谁负责”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产业融合：
生态渔园与路景联动提上日程

记者发现，梁平渔业园区内有130余家
养殖主体，但竟然难觅一家生态渔庄：“难道
大家都只是养鱼、卖鱼？”

“这的确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短板。”唐仁
军并不讳言。

养殖户罗小红对此颇有微词：“我们这里
尽管成功申报为3A级景区，但没什么可玩的
项目，也没有吃饭的地方，不少来玩的人只有
打道回府。”

延伸产业链条，促进产业融合，是梁平正
努力解决的课题之一。

两年多前，“川西渔村”项目在龙溪河畔
正式开园迎客。

“川西渔村”范围涵盖礼让镇、明达镇、仁贤
街道的部分村庄，其核心区域位于礼让镇川西
村，面积达1.2万余亩，年孵化各类鱼苗10亿
尾，生产水产品1.5万吨，成为集良种繁育、养殖
加工、休闲观光等于一体的休闲渔业示范园区。

礼让镇党委书记刘文洋介绍，“川西渔
村”分为渔阅——科普展示区、渔火——文化
体验区、渔趣——旅游拓展区、渔家——度假
休闲区几大板块，并包括龙溪河公园、渔业养
殖观光区、自动恒温孵化中心、稻渔人家等景
点。游客置身其中，可以学习渔业养殖知识，

感受阡陌纵横的鱼塘美景，游览龙溪河公园，
观看大鳞鲃、黄腊丁等名优鱼的繁殖过程以
及智能养殖过程。

一些养殖户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刘
大伟就准备与养殖业主魏成阳联合搞一个以
南美白对虾为特色的渔庄，实现从池塘到餐
桌的“无缝对接”。罗小红则在计划着开办一
家农家乐，借餐饮之便让自家的生态鱼知名
度更高。

也有极个别“独辟蹊径者”。一次偶然，
明达镇养殖户王涛发现自家数万条灰黑色的
泥鳅中，夹杂着一条通体金色的金龙鳅，当时
有人愿意出200元的价格购买。这让他发现
了商机，有意识收集金龙鳅并进行配对繁
殖。如今，王涛的金龙鳅在网上很受欢迎，个
头稍微大一点的两条就能卖88元。

政府也开始行动起来。刘文洋透露，该
镇正在打造30多亩的生态渔园项目，再过两
三个月就能对市民开放，将安排一些包括垂
钓、鱼疗等在内的体验和互动型项目，并通过
钓鱼比赛等活动来聚集人气。

“下一步，我们也将注重把现代渔业与旅
游观光、水族观赏、休闲垂钓、非遗文化融合发
展，积极打造创意渔业、休闲渔业、体验渔业、
科普渔业，让渔文化活起来。”刘文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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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
稻田水旱轮作种植竹荪成功

进入7月，巴南区二圣镇中坪村、安澜镇湾
湾村的珍稀食用菌竹荪进入了采收期，亩产值可
以达到4万元左右，这是该区稻田水旱轮作种植
的又一成果。

巴南区开展稻田种植竹荪水旱轮作技术模
式试验，通过利用部分农作物秸秆种植竹荪，竹
荪收获后再利用菌渣免耕覆盖种植秋马铃薯，秋
马铃薯收获后第二年种植水稻。目前，试验地的
竹荪蛋、竹荪花陆续进入采收期，预计可持续到
9月上旬左右，按照目前的收获数据来看，亩产
竹荪花可达到100公斤以上，亩产值可以达到4
万元左右。

据介绍，竹荪是一种种植难度较大的珍稀食
用菌品种，营养丰富，香味浓郁，味道鲜美。巴南
区大力示范推广“稻+N”生态种养技术，此次试
种成功，能有效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的统一。

巴南融媒体中心 罗莎

巫山：
本土网红助力脆李销售

“高峡出平湖，巫山出脆李。要问这脆李怎
么样，它是喷喷香来咪咪甜。”近几日，在巫山县
巫峡镇文峰村脆李种植基地，经常能看到本土网
红以说唱的方式直播销售巫山脆李。

目前正是巫山脆李上市时节，为了让广大果
农的脆李卖得出、卖得好，巫山县农村合作经济
组织联合会建立了农合会抖音矩阵团，请到巫山
籍网红“草帽哥山歌”“面条小九妹”等进行直播
销售。

据介绍，自7月1日开始直播销售，至7月2
日上午，一天半时间就收到近5000份订单。另
外，巫山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还将对农合
会的成员进行培训，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农副土
特产直播带货团队，强化线上线下流通渠道，助
力脆李及巫山农副土特产的销售。

巫山融媒体中心 王忠虎

万盛：
推出夏季休闲农业旅游线路

近日，万盛经开区发布四条夏季休闲农业精
品旅游线路，邀请广大市民和游客观赏万盛田园
风光，感受万盛乡村之美。

近年来，万盛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和品
种丰富的特色农产品，大力发展休闲农业。目
前，该区休闲农业占地面积已达7.14万亩，休闲
农业经营主体个数608家，休闲农业从业人数
6367人，乡村旅游景区（点）22个，年接待游客量
近710.48万人次。

此次发布的四条线路分别为休闲农业体验
之旅、休闲采摘避暑之旅、避暑纳凉舒心之旅、红
色怀旧之旅，囊括了万盛石桥生态农业观光园、
定青亲子茶文化体验园、金福洞农业体验园、凉
风“梦香村”、黑山谷景区等精品旅游资源。

万盛经开区融媒体中心 武晓静

忠县五星村：
夏黑葡萄15元一斤

近日，忠县拔山镇五星村吾采乐葡萄园的葡
萄可以采摘了。

葡萄园里有夏黑、巨玫瑰、精品巨峰3个品
种，采用绿色生态方法种植管理，使用的是农家
有机肥。其中夏黑是一个优良品种，果肉饱满，
弹性十足，现摘现吃，口感甘甜。夏黑、精品巨峰
每斤价格15元，巨玫瑰每斤20元，采摘期可持
续到8月下旬。

联系人：万小红；电话：13996576718
忠县融媒体中心 邓青春

垫江县五洞镇：
好甜的蜂糖李等你摘

炎炎夏日，垫江县五洞镇的7000多亩李子
成熟了，一颗颗形态饱满圆润、晶莹剔透的李子
挂满枝头，让人垂涎欲滴。

五洞镇共种植12000多亩李子，品种有清脆
李和蜂糖李两种。采摘价格为5—40元一斤，采
摘可持续到8月底。

联系人：王洪全；电话：13996807229
垫江融媒体中心 姚庆

铜梁庆隆镇：
梨子自采价5元一斤

近日，铜梁区庆隆镇政府发出邀请帖，该镇
的梨子大面积成熟，欢迎广大市民前去采摘，为
农民增收贡献一份力量。

庆隆镇梨子种植历史已逾百年，是重庆市梨
子主产镇和重庆市无公害梨子产地镇，并获得国
家地理标志认证。通过无公害栽培，当地的梨品
质非常优良，犹以圆黄、翠冠梨为佳，具有型美个
大，皮薄肉厚，细嫩化渣、脆甜爽口的特点，是梨
果中的上品。

在金源村秋山农庄梨园、冬笋村百年梨园、
庆新村盛世梨园、同康村梨园，均可采摘到黄橙
橙的梨子，自采价只要5—8元一斤。

联系人：龙彬；电话：13896145139
铜梁融媒体中心 赵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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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

生态渔业是重庆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重庆周边，湖北、湖南、四川等
渔业大省环伺，竞争压力不小。市水产总站
副站长梅会清告诉记者，目前我市的渔业自
给率不足50%，就与上述因素密不可分。

一方面，受山地地形限制，重庆的池塘面
积小、分布散，在规模上与沿海有较大的差
距。一组数据显示，渔业大省湖北，共有水域
总面积 2500 万亩，宜养水面 1300 万亩左右，
中国人的餐桌上，每7条淡水鱼就有一条来自
湖北，出口到欧美的小龙虾，每3只就有一只
来自湖北；再往东，江西省渔业经济总产值达
1063亿元，水产养殖面积稳定在612万亩，稻
渔综合种养面积达200万亩；邻省四川，水产
养殖面积达300万亩，水产品总产量达180万
吨，渔业经济总产值达560亿元。与之相比，
重庆的水产养殖面积为124万亩，水产品产量
为52.4万吨。

另一方面，我市渔业还存在渔业基础设
施投入不足、防灾减灾能力不强、生产经营组
织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程度较低，产品附加值
低、产学研推整合力度不够等短板。“几场暴
雨，塘面就很可能溢出，从而造成渔民的巨大
损失。”梅会清说。

在品牌上，目前我市仅有长寿湖、大洪
湖、渝湖等水产品牌有一定知名度，且大多局
限于业内。龙头都不突出，怎么带动其他企
业集群发展呢？

此外，目前我市有300万亩冬水田，但用
来做稻田养鱼的只有约100万亩，利用上还有
巨大缺口。

“不管是从提高自给率方面，还是加快渔
业科技创新方面，或者是提升品牌方面，重庆
生态渔业都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梅会清表
示，要走出一条属于重庆的山地特色高效渔
业之路，无疑应扬长避短，攻克短板。

日前，市农业农村委提出，以“十大行动”

作为渔业发展的行动纲领，完成“十个一批”
主要任务，推动重庆渔业绿色健康发展。

“十大行动”包括保供提质增效、川渝地
区渔业协同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科技
攻关等；“十个一批”主要任务则包括建成一
批产学研推一体化综合示范基地与水产科技
产业园区、做大做强一批渔业知名品牌、建设
一批名优经济鱼原良种场等。这些举措均是
基于我市的地域资源禀赋，根据目前存在的
不足和短板提出的举措，针对性极强。

在品种上，我市将重点实施渔业种业提
升工程，加强水产原良种场、保种场建设，推
进水产苗种生产设施升级改造；加强良种培
育和长江上游特色鱼类开发，培育一批育繁
推一体化现代种业企业；支持种业企业开展
原良种保种，良种选育和新品种开发；建设市
级水产遗传育种中心。

在品质上，我市将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
加强渔业园区建设，推广绿色健康养殖模式，
实施养殖尾水综合治理，调整品种结构，有序
推动水库增养殖业，推进大水面生态养殖；实
施养殖稻田标准化改造，加快发展稻渔综合
种养。

在品牌上，我市将以企业集团化与产业
技术升级为基石，壮大企业实力。以长江上
游特色优质鱼类开发利用为突破口，充分利
用信息技术平台，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水产
品牌，争创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做大做强一
批渔业知名品牌。

一些行动业已落地见效。在大足铁山镇，
当地利用气候温和、降水丰沛、热量富足等地
理环境优势发展冬虾，每年11月至次年3月上
市，与其他地方的小龙虾形成错季优势，已取
得一定成效。同时，大足还将与相邻的四川市
县联合发展上万亩冬虾，形成规模效应。

有理由相信，随着这一系列行动的逐步
落地，重庆生态渔业将迎来厚积薄发。

自给率不足50% 重庆渔业潜力待挖掘

▲

6月18日，长寿湖养殖户
拉网捕鱼收获满满。
通讯员 李卫华 摄/视觉重庆

▲金龙鳅 （受访者供图）

从空中俯瞰梁平渔业园区核心区，鱼塘稻田纵横交错，诗画般的田园美景宛若“江南水乡”。 通讯员 熊伟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