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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区东溪镇巩固村，这是
一个典型的农业村，虽然距东溪
镇政府仅4.5公里、车程20分钟，
但长期以来，村民以种水稻、玉米
和马铃薯为主，劳动成本高，经济
效益低。

如何找到一个稳定持续的主
导产业，镇村干部一直在不断探
索。

一个偶然的机会，远在浙江
安吉县打工的村民王平回乡探
亲，“探”出了一个新产业——安
吉白茶，为村民增收致富带来了
新途径。

闲聊聊出茶山考察之旅

日前，巩固村的中罗茶山上，
清风吹拂茶树，20多名村民正在
给茶树锄草、打药。据介绍，今年
春季中罗茶山已采干茶 400 余
斤，销售收入50多万元，让村民
们初尝白茶产业的“甜头”。

说起这片白茶基地，还得从
2018年初村民王平返乡探亲说
起。与往年不同，这次探亲时他
带回了一位名叫方炜斌的业主，
两人到家后就直奔附近的中罗茶
山。

原来，方炜斌在安吉县发展

安吉白茶多年，拥有较为稳定的
市场，王平就是在他那里从事茶
树管护。一次聊天中，王平谈及
老家有片茶山种过绿茶，后因某
些原因逐渐荒废，便问方炜斌有
无兴趣实地考察，顺便开拓西南
地区的市场。

方炜斌一听，怦然心
动，带着十多株安吉白茶
幼苗，跟王平一起来到
了巩固村。

登上中罗茶山，
方炜斌发觉这里海
拔高、坡地多，一年
四季云遮雾绕，自然
环境正适合安吉白
茶生长。临走时，他
栽下茶苗，并挖了一
块泥土带回去检验。

不久后，不管是从
幼苗生长情况，还是泥土
的检验结果来看，均显示巩
固村适合种植安吉白茶。

一株茶树让村民与业
主都受益

“太好了，欢迎、欢迎、热烈欢
迎！”王平回忆说，他向村主任令
狐云学汇报发展安吉白茶时，令

狐云学一连说了三个“欢迎”。
“令狐主任是我们的老村干

部了，他的心情我能理解。”王平
说，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罗茶
山就种了200多亩绿茶，后来因

种种原因渐渐荒废。
村里曾引进了一名业主重新

种植茶树，但由于管护技术不成
熟，茶山二度荒废。

随后，另一名业主前来发展
金银花种植，没料想蕨类疯长，又
宣告失败。

这次听说经验丰富的业主来
发展安吉白茶，令狐云学不禁喜
出望外。他和方炜斌分别算了两
笔账——

第一笔账：对村民来说，每
亩地流转费每年130元，村民一
年四季都可以前来打工，每天
工资70元。同时，村民还可以
自己种植安吉白茶，由方炜斌
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和茶叶保底

价收购。
第二笔账：对

方炜斌来说，明
前茶早产出
一天，就是一
天的价格。
巩固村的茶
比安吉县整
整早出7天，
单斤价格可

以翻几番。此
外，通过注册成

立重庆云茶农业

有限公司，他的茶叶市场可以綦
江为支点，逐步辐射西南地区。

2018年10月，225亩安吉白
茶在巩固村中罗茶山“落户”。一
年后，又补种了50多亩黄金芽品
种。今年，巩固村安吉白茶试投
产，采摘了400余斤干茶，明年预
计可达2000余斤。

脱贫户务工增收一万多元

发展安吉白茶的好处，脱贫
户龚国珍最有发言权。采访当
天，她正在中罗茶山上给茶树施
药，“从栽茶树、除草、打药到摘茶
叶，每个环节我都参与了，去年务
工收入1万多元。”

53岁的龚国珍此前因病因
学致贫，村里发展安吉白茶后，她
被优先招来务工，每天工资 70
元。丈夫高太平也在扶贫干部的
帮助下，为养殖大户管护土鸭，一
个月稳定收入2000多元。

东溪镇分管农业负责人张北
平介绍，巩固村安吉白茶产业初
获成功后，东溪镇多次与方炜斌
沟通对接，决定在全镇多个村发
展，并动员村民自己种茶树。目
前全镇已种植白茶上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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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鲜花太漂亮了，而且
香气扑鼻。来，帮我拍几张。”初
夏时节的大足区高升镇旭光村芳
香产业园里，薰衣草、亚洲薄荷、
玫瑰、香叶天竺葵等各式各样的
鲜花竞相盛开，来自大足城区的
游客刘小丽情不自禁地将手机递
给同伴并嘱咐道。

据了解，芳香产业来此落户
已有7年，初步形成了芳香植物
达6000亩的规模。大足区人大
代表、高升镇党委书记杨更生说：

“七年磨一剑，我们终于将芳香产
业培育终于成了一片四季香海。
这个四季香海芳香产业投资项
目，是我们大足区唯一一个被成
功列入2020年市级重大乡村振
兴项目的一二三产业融合项目。”

坚持不懈
打造“四季香海”特色村

回忆当初动议，杨更生说，这
个项目来源于人大代表的建议，
在高升镇的太和村、旭光村打造

“四季香海”特色村，建设“花海高
升、多彩乡村”。

“当时我觉得非常好，投资者
有意愿有技术，项目有极强的操
作性。”他说，但最开始动员村民
土地流转、集中经营时，部分人有
这样那样的疑虑，担心产业没发
展起来，钱打了水漂。

对此，太和村、旭光村的龙贵
弟、徐怀余等人走访群众1500余
户，与他们交心谈心，帮助企业
流转土地 5000 余亩，满足了种
植需要。

2013 年，芳香产业项目入
驻，镇里又在临时用工、协调土
地、完善手续等方面为其提供

“保姆式”服务。镇长宋晓燕说，
比如，为帮助企业减少“跑手续”
的时间，他们召开专题会议，明

确部门、时间和事项的审批流程
表。经人大代表推荐和企业选
择，项目建设初期全镇共有30余
名群众参与进来，包括12名贫困
群众。

双份收益
务工农户真真切切得实惠

“这两天的雨水好，我们一定
要抓住土壤湿润的时候，将这些
芳香植物尽快补栽完。”日前，高
升镇农技人员杨帆来到旭光村的
田间地头，一边讲解技术，一边示

范栽种。
产业园种植部负责人王祥

飞介绍说，像熏衣草这种芳香
植物，特别适合雨天栽种在湿
润的土壤里。“正好明后天就会
放晴，这些芳香植物一定会长
得很好。”

长期在基地务工的太和村
一社贫困户金昌英笑着对笔者
说，多亏了芳香产业园，她家的
土地以每年每亩 700 元租出去
后，她也来到产业园打工，每天
有50元收入，家庭情况好多了。

“我在基地干了5年，比起自己种
庄稼，不仅挣钱多，活儿还轻

巧。”她一边为迷迭香除草一边
说，每天和花花草草打交道，心
情也越来越好了。

村里有产业，农户得实惠。
与金昌英一样，太和村胡学英、邓
高玉等7户建卡贫困户，以及其
他30多户村民也在产业园实现
了稳定务工就业，平均每户贫困
户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

太和村党支部书记龙贵弟
说，项目入驻前，大多数年轻人外
出务工，很多土地闲置。2014
年，芳香产业园在村里流转了
2000 多亩土地，一下子解决了
100多位村民的就业问题。

深度开发
芳香产业年收益将过亿元

据了解，7 年来，在上海交
大芳香研究中心、重科院日化所
的合作支持下，大足芳香产业园
已完成了十几种芳香植物的试
种性确认，形成了基础配方200
多个、完整配方70余个、定型配
方 30 多个。三方计划拓展合
作，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
善利益链，初期提炼产品30个，
申请商标注册 4个。正在抓紧
修建的植物精油提取加工中心
一期工程建成后，可提取植物
900 吨/年，每年制作单方精油
20 万瓶、复方精油 80 万瓶、面
膜150万盒、纯露150万瓶以及
日化套装 50万套，年产值将上
亿元。

目前，该产业园在太和村建
成核心区1200亩，旭光村建成苗
圃基地500亩，芳香植物加工中
心占地37亩。种植的芳香植物
主要有薰衣草、迷迭香、洋甘菊、
罗勒、百里香等。

镇人大主席倪华表示，今年
将以芳香特色产业纳入全市三产
融合发展重点项目为契机，在太
和、旭光村打造如诗如画的乡村
旅游示范区，争取成为承接成渝
两地休闲旅游经济辐射的重要连
接点，形成每年300至 500万人
次的旅游规模和年销售约12亿
的产值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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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
中罗茶山管护
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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