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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农田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物

质基础。自2004年我国首次提

出“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以

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农田建设

作出了系统性战略部署，连续

15年中央一号文件均作出明确

要求。

着眼于提升土地综合生产

能力，近年来，我市加快了高标

准农田建设，目前，已建成984

万亩。同时，“山水田林路”等

配套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

进，为现代农业发展打下了良

好基础，吸引着农文旅等产业

聚集，美丽乡村、田园社区等加

快成型，逐渐成为引领我市乡

村振兴示范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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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掌田”到田园综合体
——铜梁西郊土地综合治理引发的连锁反应

本报记者 张国勇 王亚同

铜梁区乡村振兴西郊示范片一猕猴桃基地，
吸引游客上门采摘。

铜梁区乡村振兴西郊示范片内果苗产业基地。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通讯员赵武强摄

串起5个镇街的铜梁区西郊绿道环线，沿
途风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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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东一块、西一块的“巴掌田”，
杂草丛生的闲置地，变成整齐划一、沟
渠相连、能排能灌的大田，拓展了规模
化的特色农业发展空间，吸引外来资
本汇聚，“接二连三”的农旅融合带旺
乡村人气，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全方位
提升——这样的连锁反应发生在铜梁
城区西郊，源头则是以高标准农田、田
园综合体建设为主的系统化土地治理。

“小改大”“零改整”

让产业走上规模化发展道路

“零零散散的地块，花时间、费精
力，年龄也大了顾不过来，就挑大块的
种。”9月6日，铜梁区南城街道西来村
十一社村民李国明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他今年65岁，全家四口人，拥有近6亩
土地，还包括部分旱地。人均耕地少不
说，他家的田地还分散成10余块，种水
稻要跑几块田，种玉米又要跑几块地。

李国明这样的农户在当地并不
少见。地处渝西缓坡丘陵地区的铜
梁，耕地坡度虽然相对较缓，但每家每
户土地分散，推高了发展产业的成
本。“一家一户不好做，那就流转好
了。”西来村党支部书记周英德介绍，
为发展主导产业，几年前起，村里设法
引入业主，但受制于地块小而散、基础
设施差，业主开发成本仍很高，相应的
土地租金一直上不去。

为加快发展规模化的支柱产业，
2008年起，铜梁区有关部门以西来村
为核心，在南城街道几个村进行了土
地综合治理，将以往小而散的地块整
理成大田，薄土改厚土，零散田块的地
界被平整，闲置的“巴掌田”、荒坡地等
也被并入大田，全村增加土地面积近
200亩。

不仅如此，当地还整合相关涉农
资金，统一修建了道路、沟渠及排灌等
设施，进一步提升农业基础耕作能
力。土地平整、土壤肥沃、集中连片、
设施完善的土地，让大中型农机进了
场，排灌设备利用效率提升，大大降低
了耕作成本。

良好的耕作条件和基础设施让村
里的土地成了“香饽饽”。子奇药材公
司流转村民土地近1000亩，种上了枳
壳中药材，并拓展到周边镇街，成为全
国最大的枳壳种植基地；申大农业公
司在村里建起了铜梁最大的葡萄园；
今年初，当地的返乡创业青年王怡也回

到了村里，流转土地200多亩，种起了
生态水稻。如今，中药材、葡萄、苗木
花卉、蔬菜等已成为村里的重要支柱
产业，西来村2900多亩土地已流转近
2/3，并大多实现了规模化发展。

土地“六化”

吸引资本汇聚完善产业链条

通过土地治理、基础设施提升，推
动了西来村产业发展迅猛发展。这样
的例子，在铜梁西郊地区的几个镇街
并不少见。

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杨德胜
介绍，2014年以来，该区建成集中成
片的高标准农田6万多亩，其中，西郊
的巴川、南城、太平、土桥、侣俸等镇街
已建成水利化、宜机化、生态化、田园
化、治理规模化、管理信息化“六化”高
标准农田3.4万余亩。

整村、整镇推进，坚持山、水、林、
田、路综合治理，着力使项目区田成
方、渠成网、路相通、沟相连、旱能灌、
洪能排、土壤肥、无污染，为规模化发
展现代农业提供了无限可能，吸引了
众多资本汇聚于此。正如重庆申大农
业负责人所说，葡萄基地选择落户西
来村，正是“看中了这里距离城区近、
耕作基础好的优势。”

两年前，铜梁在城区西郊规划了
一条长50公里、宽7.5米的绿道环线，
并将所涉及的5个镇街13个村（社区）
纳入铜梁区乡村振兴西郊示范片。今
年6月，这条绿道环线基本贯通。它
绕山环湖，串起了成王果业、荷和原
乡、牧堂纯草莓基地、新陆有机蔬菜基
地、黄角门奇彩梦园、巴岳山玄天湖等
大小30多个地标，既有不同业态的现
代农业产业基地，又有知名景区和乡
村旅游景点，还有各村（社区）的便民
服务中心。

目前，示范片内已聚集34家农业
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发展规模化特
色水果、蔬菜、苗木花卉种植和名特优
水产养殖等2.2万多亩，及多个乡村旅
游及休闲农业示范村，可谓是铜梁区
农业及延伸产业的精华所在。

“接二连三”

农旅融合带旺乡村人气

今年初，李国明决定将自家3亩
多土地流转出去，因为一家公司选择

了西来村进行旅游开发。与李国明一
起流转土地的还有村里近100户村
民，项目开工后，他和数十位村民一道
被聘为园艺杂工，每天收入80多元。

一排排笔直整齐的美国红枫迎风
而立，随着道路一直向远方延伸。这
是李国明工作的地方，也是今年铜梁
区玄天湖旅投公司与外地企业共同打
造的3000亩彩色苗木基地。按照规
划，当地除引种美国红枫外，还将引进
美国海棠、豆梨植物，建设集彩色苗木
培育、科研、种植、展销、休闲旅游于一
体的西部最大彩色苗木基地。

“一期项目计划栽种面积300亩，
同时二期征地已经完成。”玄天湖旅投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将按照国
外先进农业技术规范进行专业化种
植，让其颜色更鲜艳。一旦红枫叶变
色达到最佳观赏期，游客即可免费进
入。下一步，他们还将围绕建成4A级
旅游景区的目标，完善道路、停车场、
观景台等基础设施，并布局科研基地、
浆果产业、精品民宿等。

西来村仅是一个绿道沿线的缩
影。在50公里绿道环线沿途，以观赏
荷花和莲藕为主题的荷和原乡景区，
依托农田、水库、山林等种植五彩缤纷
玫瑰花的玫瑰岛，以葡萄和沃柑采摘
为主题的各水果种植、苗木种植基地
等，让农旅融合的业态更加丰富。

自铜梁西郊绿道环线贯通以来，已
有超100万人次涌入观光、健身、休闲、
采摘，带动沿线农民人均增收500元以
上。以荷和原乡景区为例，入夏以来，
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近30%。受益
于超旺人气的还有禾盛园猕猴桃基
地。以往，在猕猴桃即将成熟时，他们
都要在各道路沿线打广告，今年却静悄
悄地，但采摘季才过不到一个月，基地
里的猕猴桃基本上销售一空。

如今，把庄稼栽成风景，实现田园
变花园、产业园区变旅游区，已成为铜
梁西郊绿道沿线各镇街的共识。铜梁
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环线节点
上的特色产业基地和乡村旅游景点，
与玄天湖等知名景区连接到一起，“接
二连三”的农旅融合催生了共存共生
的旅游生态圈。

提升“面子”又改“里子”

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片

源头始于农田基础设施提升，继

而搅动了现代农业发展的一池春水，
“接二连三”的农旅融合带旺了人气。
50公里绿道围合范围内的5个镇街13
个村（社区），又被铜梁区整体划为当
地乡村振兴西郊示范片，集中连片推
进示范建设。当地提出力争实现“一
年通道路、二年现美景、三年抓提升”，
既要梳妆打扮顾“面子”，又要全面提
升人居环境改“里子”。

自西郊绿道贯通以来，铜梁便以
绿道两旁为重点，大力实施绿化美化
工程，全面梳理沿途植被，精心种植
鲜花、打造特色景观小品。如今，车
行其中，两侧景观变幻多姿，或绿树
成荫随风摇曳，或依山傍湖白鹭纷
飞，或苗圃农场林立，或农家屋舍俨
然。

“看着道路环境这么美，家里是不
是要装扮一下？村容村貌是不是要提
升一下？”南城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环境使大家对美有了新追求，村民们
开始转变生活习惯，在日常生活中自
发维护公共环境卫生，用实际行动为
扮靓乡村环境、改善乡村风貌增砖添
瓦。

栽花种草只是起步，更有不少村
民花起了心思——种上雅致的竹子，
扎起古朴的篱笆，旧磨盘、废弃的山石
等都被用了起来，成为一个个简单的
景观小品。此外，铜梁区积极推行村
环境整治积分管理制度，开展最美庭
院、最美农家的评选，激发了群众参与
的内生动力。

巴川街道玉皇村村民王汝元在外
做了40多年石匠，早就在城里买了
房，看到老家建设得如火如荼舍不得
走了，最近正在忙着修整院坝，准备以
后回来住。村里人不想离开，外面的
人却想回来。西来村的李关明，女儿
女婿在铜梁城区居住，两人一个城市
户一个农村户口，有了小孩回岳父家
办酒，了解到村里情况后，当即决定将
小孩落户西来村。

杨德胜介绍，该区正在建设完善
乡村振兴西郊示范片内的导览设施，
提档升级绿道沿线近10个村（社区）
的便民服务中心。不久后，还将开通
环线公交及主要节点免费 WiFi 覆
盖。随着人气进一步提升，村民们可
通过开办民宿、餐馆，销售农产品等，
实现在家门口挣钱，当地群众的生
产、消费和生活将赢来新一轮红利
期。

以土地治理为突破，稳步提
升农田综合生产能力，依托区位、
生态等优势，吸引资本汇聚，打通
农旅融合“接二连三”的关键点，
带旺人气、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铜梁西郊片区以土地治理为抓
手，让农田发挥出最大效益，引发
乡村振兴连锁反应的探索，令人
印象深刻。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
兴。农村地区因地理位置、交通条
件、生态环境等因素不同，产业发
展也千差万别，如果没有特殊的资
源禀赋，“撒胡椒面”分散式发展产
业，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投入更
高的成本。因此，依靠集中成片规
模化、集约化发展，实现区域内产
业聚集，抱团做大做强，或许是一
个稳妥而有效的解决办法。

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市场的选
择很多，为什么选这个地方而不选
那里？投资者有其自己的考量，做
好能做的、利用现有的，各地在打
好基础的前提下，才有底气迎接资
本的“新娘”。铜梁西郊乡村振兴
示范片以土地治理为先导，建设
高标准农田、田园综合体、绿道环
线，形成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的大框架，为其现代城郊农业、休
闲旅游产业汇聚奠定了基础。

正是根据产业发展趋势的要
求，今年，我市在土地治理中提出
了集中连片开发、整村整镇推进，
优先选择土地肥沃、群众支持、交
通便捷、施工方便的区域规划建
设。以农田水利化、宜机化、生态
化、园田化和治理规模化、管理信
息化等“六化”为要求，坚持山、
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发挥土地
治理的最大效益，推动产业发展，
带动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形成
多方共同收益的利益联结机制，激
发群众投身发展的内生动力。

让土地综合治理成为
乡村振兴新动力

□王亚同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9
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农业
农村委获悉，随着今年全市新建
150万亩高标准农田任务下达到
各区县，我市将重点抓好规划编
制、整村整镇推进、突出水利化
宜机化配套等重点工作，力争到
2020年建成高标准农田1200万
亩。

市农业农村委农田建设处处
长文泽富介绍，今年，除渝中区外
的我市所有区县与市政府签订了
高标准农田建设责任书。此外，
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将以“两区”
(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
保护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和贫困
地区等区域为重点，坚持集中连
片、整村整镇推进，并提出每个区
县要着力打造1个高标准农田项
目示范区。

我市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过程中，将紧扣生产、生活、生态
需要，注重与村镇建设、乡村产
业、土地利用以及农田水利等相
关规划统筹衔接，加快方案设计
编制以及市、区县 2019—2022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编制，并强

化刚性约束，做好规划执行。
与此同时，全市将狠抓重点

水源工程三年行动计划，启动新
开工建设35座水库，完善农田防
汛抗旱设施，大力发展高效节水
灌溉，扎实开展“五小水利”工程
建设；狠抓丘陵地区农田“宜机
化”改造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步
规划、同步设计、配套建设，推进
15个万亩级整乡整村农田宜机
化整治示范区建设。

此外，以集中连片开发为主
基调，我市将紧密结合产业发展，
整村整乡建设高标准农田。全力
释放项目效益，通过筑巢引凤，盘
活土地资源，形成集聚效应，培育
形成一批有市场竞争力的家庭农
场、专业大户、龙头企业和农业合
作社。结合农村“五沿带动、全域
整治”，集中连片开展高标准农田
建设，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围绕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我市还将聚焦实施“十百
千”工程，推动高标准农田基础设
施升级配套，显著改善农业生产
条件，壮大一产，推进二产联动，
带动三产跟进发展。注重保护田
园风光，充分挖掘乡村农耕文化，
将乡村休闲旅游、特色农业产业、
民俗农耕文化集于一体，大力推
动农旅融合发展。

我市将在2020年建成
1200万亩高标准农田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