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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地省
份，农村产业的兴旺发达，不仅关系到贫困
群众的脱贫大计，更关系到全省新旧动能
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长远大计。

去年以来，贵州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
一场振兴农村经济深刻变革的产业革命，
奋力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2018 年共
调减低效玉米种植785万亩，替代种植蔬
菜、水果、中药材、茶叶、食用菌等经济作
物 667 万亩，带动全省 160.8 万贫困人口
人均增收2348.4元，推动第一产业增加值
增长6.9%，增幅居全国之首。

如今的贵州，一些地方“农村祖祖辈
辈种玉米的传统、样样都有样样都不成规
模”的历史正在加快改变，充满希望的特
色产业正在加快成长。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

贵州是我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
份，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境内92.5%的地
区是山地。受限于地形地势，玉米曾长期
是该省农业的“主角”，人的口粮、畜禽的
饲料都来源于此。

但由于土地贫瘠，水利灌溉条件差，
贵州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玉米种植产量低
而不稳，投入产出率低，对农民脱贫增收
的贡献极为有限。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粮食连年丰收，
玉米库存充足，存粮消化压力较大。原农
业部在 2016 年出台《关于“镰刀弯”地区
玉米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提出在包括
贵州省在内13个省（区）的非玉米种植优
势区域，调减玉米种植面积5000万亩，同
时立足各地的气候条件、生产水平和产业
基础，因地制宜，重点发展青贮玉米、大
豆、优质饲草、杂粮杂豆、春小麦、经济林
果和生态功能型植物等，促进农业效益提
升和产业升级。

艰巨的脱贫任务也倒逼贵州在农业
产业发展上有所突破。近年来，该省坚持
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脱贫
成效明显，但到2018年底，尚有155万贫
困人口，深度贫困村多达1700余个；贫困
发生率虽然下降到4.3%，但仍高出全国平
均水平2.6个百分点，成为脱贫任务最为
艰巨的省份之一。

放眼整个贵州农村，农产品好的不多、
多的不好，样样都有、样样都不成规模，严
重迟滞了农民脱贫、农村发展的步伐。

面对如此艰巨的发展任务，不拿出超
常规举措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实现革命性突
破，农村难以脱贫，即使脱了贫也极易返贫。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贵州有压力，也
有一定的基础。尤其是该省通过农村“组
组通”硬化路建设3年大决战，让30户以
上村民组全部通了硬化路，为农民改种经
济作物提供了极大便利。

此外，贵州近年来深入推进农村改

革，探索出了“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民”等改革经验，让农民群众和
农业经营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极大调动
了农民发展农业特色产业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

从现实情况看，改种其他经济作物的
经济效益比种玉米要高出很多。据测算，
玉米的每亩产值约 680 元，而种植中草
药、蔬菜、食用菌分别能达到玉米的9倍、
10倍和46倍。

遵义市湄潭县充分利用“高海拔、低
纬度、寡日照、多云雾、无污染”的地理环
境优势，大力发展茶叶产业。目前，该茶
园面积达 60 万亩，茶业综合产值位居全
国第二位，人均1.5亩茶园，实现了“茶园
变公园、茶区变景区、茶山变金山”。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压力与机遇并存，但要改变广大农民
群众千百年来种玉米的习惯，又何其之难。

2017 年，贵州就曾在全省范围布置

开展削减籽粒玉米种植工作，推动发展蔬
菜 、中 药 材 、食 用 菌 等 ，但 一 年 下 来 ，
1110.48万亩玉米只减少了37.57万亩。

反思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步伐缓慢的原
因，其中有农民不懂技术的因素，有对不种
玉米后吃什么的担忧，也有农村青壮年劳
动力不足、配套不足的现实困境，但最根本
的还是人的观念，农民习惯了“为了吃而
种”，还没有树立起“为了卖而种”的意识。

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认为：“在脱贫
攻坚的关键时期，靠传统的、常规的办法
来抓农业结构调整，难以在短期内实现，
必须采取超常规的、带有革命性的举措促
使其全面变革。”

产业革命首先需要来一场破除陈旧
观念、敢于解放思想的革命。改变农民想
法，既要讲道理，更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
民干。

盛夏时节，遵义市正安县土坪镇石志
村的大小山坡上，茶苗一天比一天高。石
志村党支部书记马超告诉记者，村里目前
已种下千余亩白茶，村民也学会了种茶、

管护技术，“打个翻身仗，我们有信心”。
石志村是一个被大山包围的深度贫困

村，外出务工是当地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去年，帮扶石志村的贵州省委宣传部工作人
员帮助村里规划了千亩白茶园，并带领村
民到湄潭县核桃坝村了解发展变化过程，
学习茶叶种植技术，转变了村民的观念。

“真是眼见为实，真是看到了希望。”
76岁的村民谢传言种了一辈子玉米，如今
成为种茶好手，“过几年，等家里的茶园可
以赚钱，就把在外打工的孙子叫回来”。

农村产业革命是农民思想的转变，也
是农业产业发展方式的一场大转变。

以农村产业革命为契机，贵州坚持以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市场为
导向，转变产业发展方式，推动农产品不
断“泉涌”，持续“出山”。同时，积极推进
标准化生产、扩大标准化技术应用面，产
品质量不断提升。

如今，“什么赚钱种什么、什么赚钱养
什么”成为贵州农民选择产业的重要考虑
因素。农民不仅学会了种，也学会了给农
产品“打扮”和“吆喝”。

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

调减籽粒玉米种植面积，是贵州调整
农村产业结构的“重头戏”，是一场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系统性革命，必须科学统筹、
协同推进。

关键时刻，贵州省委向各级领导干部
发出号令：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施工队
长”职责，牢牢把握农村产业发展“八要
素”，系统推动产业扶贫和农村产业结构
调整，让贵州农民尽快富起来。

“‘八要素’是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
的具体路径。”贵州省省长谌贻琴多次要
求，各地各部门要围绕关键环节精准发
力，确保实现更大突破。

“八要素”的第一项就是产业选择，它
所解决的是不种玉米后发展什么的问题。

2018 年，贵州将调减籽粒玉米种植
面积作为推动农村深刻产业革命的关键
一招，省委要求“拿出最好的土地种植效
益高的经济作物”，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提出，将经济作物占种植业的比重提
高到65%以上。

贵州在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将
500亩以上的大坝作为重点突破口，实施
一坝一策，以县为单位系统部署，重点依
托龙头企业带动，促使产业结构向精品高
效转变。

在政策安排上，贵州省先后制定出台
了蔬菜、食用菌、茶叶、中药材等经济作物
生产指导意见，由县里确定主导产业，一
县一业，全产业链发展；对那些基础好、市
场潜力大、有龙头企业带动的高效作物，
则整村、整乡集中连片规模化推动。

目前，贵州省级规划、市（州）指导、县
区抓落实的政策设计已基本完善，全省88
个县份的主要领导在这场革命中已完全就
位，每个县重点支持1个到3个规模产业，
每个乡镇着力打造1个特色种类，每个村
突出1个优势品种，向着做大做精做强的
方向前进，在全省掀起了一股产业结构大
调整的浪潮。

今年初，贵州省又明确由 12 位省领
导领衔，组成工作专班，系统推进茶叶、水
果、辣椒等12大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以县
为单位整体推进农村产业革命。

对于产业发展资金，贵州则将财政投
入更多向农村产业倾斜，向绿色的、扶贫
带动效果好的产业倾斜，整合财政资金，
发挥好“指挥棒”“吸铁石”的作用，引导金
融和工商资本投向乡村产业。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随着这场振兴农村经济的产业革命
深入推进，改变农村贫困面貌、提升贫困
群众收入的各种要素加速向农村汇聚，一
个生态美、百姓富的贵州新农村正在茁壮
成长。

在全省掀起农业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浪潮——

贵州：来一场深刻的农村经济产业革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水满田畴荷花开，清溪碧水村中流。
鱼戏浅底莲叶舞，暗香浮动游客来。

仲夏时节，走进贵州省锦屏县三江镇
令冲村，犹如走进了一幅唯美灵动的山水
画卷，一湾清溪绕村低吟浅唱，莲叶田田，
荷香沁心，三三两两的游客撑起油纸伞，
点缀其中……

令冲村坐落在群山之中，苗族村民在峡
谷中依山傍水而居，由于山多田少，玉米一直
是村民的主要作物。179户农户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达94户340人，贫困发生率超过55%。

2019年，锦屏县要实现“贫困村全部
出列、贫困人口全部清零”的目标，深度

贫困的令冲村如何在脱贫攻坚决战中不
掉队？调整产业结构是必然出路。

近年来，令冲村着力打造“花果山”、
营造“绿金库”，走出了一条依靠产业增收
的脱贫新路。目前，全村形成了山上油茶、
田中莲鱼、坡边养鹅的立体化产业发展格
局，“户户有脱贫产业，人人有致富路径”。

莲鱼共生鼓起村民口袋。令冲村坚
持“八要素”推进产业革命，采取“党支部+
公司+合作社+贫困户”模式，探索莲鱼共
生、甲鲤混养立体种养模式，流转耕地
105 亩，投入资金 206.96 万元，种植莲子
105 亩，投放甲鱼苗 2 万余尾、鲤鱼苗

6000斤，让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
在林业方面，令冲村与贵州金森林投

公司合作，流转林地400余亩，投资170万
元，建设集中连片油茶林基地，将23万元财
政扶贫资金以“三变资金”量化入股金森林
投公司，23户贫困户成为金森林投的股东。

令冲村还组织党员致富带头人创办养
鹅产业示范基地，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第一
批养的9000多只鹅再过3个月就可出栏。

“产业结构调整以前，村民一般就种
一季水稻，一年忙到头，除了解决温饱手
头没剩几个钱。如今，发展莲鱼产业，莲
鱼共生，甲鲤混养，实现了一水三用，一田

三收！”据令冲村党支部书记杨通木介绍，
莲鱼立体种养，莲子、甲鱼、鲤鱼一茬三
收，周期短，见效快，效益高，亩均增收
6000元，户均增收3000元。

“耕地流转得租金，劳动就业得薪金，
入股分红得股金。一地生三金，脱贫增信
心。”村民龙章寿告诉记者，在家门口务
工，一天也能挣到100多元，“顾家挣钱两
不误，日子越来越红火”。

目前，令冲村按照“土地租金+务工工
资+按股分红”等收益方式，建立起了产业
共同体、利益共同体，通过一村一品、一村
多业汇聚起撕掉贫困标签的强大合力。

贵州锦屏县令冲村依靠产业调整促脱贫——

建设花果山 营造绿金库
本报记者 吴秉泽 通讯员 刘俊明

盛夏七月，放眼万山，田
野披绿，生机勃发。行走乡
间，蔬菜、水果、中药材、茶叶
等高效经济作物随处可见。

在万山区九丰农业博览
园，13.8 万平方米的现代化
蔬菜生产、育苗、观光和成果
展示大棚，引得省内外游客
争相一睹风采，该园引入了
国内最前沿的繁种技术、管
理理念等，培育种植黄瓜、丝
瓜、南瓜等 100 多个优质蔬
菜品种，直接供应大型超市。

近年来，贵州省铜仁市
万山区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定不
移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取得了较好成效。

万山区从山东寿光引进
农业经营企业，打造了九丰
农业博览园，建成了全国最
大、科技含量最高的单体智
能观光大棚、花卉大世界、候
鸟小木屋养老中心，配套建
设了游客服务中心、生态休
闲度假酒店、生态停车场、观
光走廊，成功创建了国家4A
级景区，推广建成标准化大
棚蔬菜基地突破万亩，有力
提升了农业效益，增加了农
民收入。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产
业发展迫在眉睫。”铜仁市万
山区委书记田玉军表示，产业
发展是脱贫的根本，全区坚持
全力做大做强做优产业，强化
产业发展与贫困群众的利益
联结机制，筑牢贫困群众稳定
脱贫的产业基础。

据田玉军介绍，万山区
2018年完成蔬菜总产量25.4
万吨，发展精品水果5.02万
亩、食用菌5000万棒，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17.07亿元，
同比增长6.5%，“这都是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结果”。

目前，万山区打造了谢桥竹荪、敖寨食用菌、黄道
油茶、下溪高山刺葡萄等“一乡一特”产业，培育出一批

“电商村”“香柚村”“黄桃村”“莲藕村”，形成了“村村有
脱贫产业、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的产业
扶贫格局。

“河过峡谷，风过隘口，能否冲过农村产业发展这
条峡谷，闯过振兴农村经济这个隘口，关键就在于因地
制宜、因户施策。”田玉军表示，今年是万山脱贫攻坚决
胜之年，也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之年，万
山区上下以实施乡村振兴为契机，立足现代山地特色
高效农业发展目标，全面推进产业扶贫，推动农村产业
取得新突破。

狠抓农业结构调整是巩固脱贫成就的关键。据了
解，万山区按照“适合什么干什么”原则，全力调减玉米
种植，由龙头企业和农业大户统一经营，全部改种经济
作物，大力发展大棚蔬菜、食用菌、中药材、精品水果等
优质高效农产品，为农户提供土地流转和经营分红双
重保障。

同时，全面推广“九丰农业+”模式。万山区以九
丰农业博览园为龙头，重点围绕蔬果种植、精深加工、
现代储运、智能服务、观光旅游等环节攻关，加快推进

“食品谷”建成投产，建设现代化蔬菜储运中心、物流中
心、集散中心，配套完成儿童乐园、休闲乐园等旅游元
素。同时，依托九丰农业博览园的技术、人才、市场优
势，继续在各乡镇（街道）和行政村全面推广“九丰农
业+”模式，力争通过3年至5年时间，在全区建成5万
亩标准化大棚蔬菜基地，让每个乡镇（街道）都建立自
己的产业园、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

全力构建“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万山继续以乡
（镇）为单位，按照“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
游则游”原则，大力推进旱地农田种植结构调整，全面
改种经济作物，每个乡（镇）培育 1 个至 3 个特色产
业，每个村有一个优势品种，因地制宜建设一批特色
休闲山庄、体验基地、乡愁田园，让万山的农村产业
满地、瓜果飘香，乡村故里处处都能感受到“乡愁”的
记忆。

大力发展特种养殖。万山计划全面推广“公司+
合作社+农户”模式，强化利益联结机制，支持武陵农
牧集团、温氏集团、铁骑力士等重点企业发展壮大生猪
代养产业，培育一批养殖合作社和特种养殖大户，带动
农户增收，全面推进家庭农场蓬勃发展，支持贫困户因
户施策，自主发展生态土鸡、跑山牛、土蜂蜜、淡水鱼等
特色养殖。同时，万山还将扎实推进农超对接、农校对
接、农市对接，建立定向流通，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销体
系；充分利用电商生态城市场优势和辐射能力，在每个
贫困村和产业基地设立电商网点，统一标识，直供直
销，打通“山货出山”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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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采取
“龙头企业+农户”的运作模式，在峨岭街道大云村种
植竹荪100亩，有效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脱贫。图为农
民在食用菌基地里采收竹荪。 左禹华摄

贵州镇宁

自 治 县 的 菜

农 喜 迎 辣 椒

丰收。

贺俊怡摄

贵州省望

谟县王母街道

办平绕村发展

榆 黄 菇, 一 棚

产 值 达 56 万

元。

谢 强摄

贵州省盘州

市的农民在采摘

刺梨。

（资料图片）

贵州省贵定县内的通组公路。 曹经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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