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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天柱30万亩油茶带动15万村民增收

科技浇灌 油茶飘香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陈光昌

初冬的暖阳和煦照耀，贵州省天
柱县蓝田镇杞寨村的杨汉良、杨腾泽
等 40 多位村民挑箩提袋，奔赴杞寨
小冲银、冲棍坡等山坡，采摘油茶果，
短短20多天，20万斤油茶果收获归
仓。

油茶产量增

“我们的油茶从选苗到管理都很
科学，所以尽管今年天气条件不好，
还是获得了丰收。”杨腾泽说，在县油
茶技术专家袁昌选等人的指导下，他
们的油茶种植在海拔 330 米至 450
米之间的山坡上，土壤黄红，非常适
宜种植油茶；他们选苗对路，栽植的
油茶苗是县里培育的湘林 1 号、27
号、97号、201号，这些苗木幼树生长
很快，抗病力强，挂果率高；他们管理
科学，实施“摘顶控高、矮化分层、拉
枝扩冠、调控枝向、摘梢控冠、培养枝
群”24字技术措施，树与树之间疏密
有度，冠外枝条互不交叉，受光良
好；他们施肥时间准确，第一年 4 月
至6月开沟施肥实施刀抚，9月至11
月扩穴松土培蔸、空地割灌除草，蔸
边树盘扩穴松土垦复，施的都是有
机肥。

杨腾泽和杨汉良、杨啓海等8人
2011 年栽植油茶 560 多亩，有油茶
树6.5万株。2015年，这些油茶树开
始产果，打破了很多人栽植油茶要七
八年才产果的忧虑，当年就收获油茶
果 1 万斤。2017 年尽管气候干旱，
他们收获油茶果14万斤；2018年长
期雨水，他们收获油茶果18万斤；今
年四五月份多雨、六七八月份干旱，
他们仍然收获茶油果20多万斤。同
时每年解决本村和邻寨村民就业50
人，人均年增加收入3000多元。

在白市镇三间桥油茶林示范基
地，今年采收季异常热闹。这里采取
的是“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注
重提高科技种植含量，种植白市 4

号、湘林1号、湘林16号、湘林27号、
湘林 201 号油茶树。320 亩油茶从
2015 年开始挂果以来，产量连年增
加，2019年产油茶果21万多斤。村
民杨平依托油茶林地养殖生态土鸡，
2019 年林下生态土鸡出栏 1 万余
只，年收入80多万元。他还带动42
户村民种植油茶并开展油茶林下养
鸡脱贫致富。

产品多元化

在天柱联山移民新区，贵州恒生
源万吨油茶果加工厂里，下雨天，
100 多户易地扶贫搬迁户在地下仓
库里分捡油茶籽；晴天，他们则在露
天晒场里分拣油茶籽，人均每天收入
100多元。解决大量就业的背后，离
不开油茶加工企业恒生源公司把科
研油茶转化成财富的源源动力。

贵州恒生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落户天柱，是一家集油
茶良种培育、种植、精深加工、销售于

一体的综合型股份制企业。“我们公
司不满足于传统的压榨毛油方法，也
不满足于仅仅加工食用油。”恒生源
公司办公室负责人陈连山说，近几
年，公司引进科研人才，并引进先进
设备，采用物理冷榨技术开发山茶
油、山茶油精油、山茶籽洗发水等产
品，加紧研发山茶壳生物除草剂，受
到市场青睐。万吨油茶果加工项目
2018年开工建设，2019年11月建成
投产，可年加工油茶果 1.8 万吨，出
产茶油 1500 吨、精油 120 万瓶。公
司大量收购全县油茶种植户的油茶
果，解决了销售问题，让 3 万多群众
受益。

在贵州永兴科技开发公司油茶
加工厂，工人们操控着机器，油茶果
烘干、分拣、榨油、出油一气呵成。

为解决油茶果采收期晾晒热量
不足导致茶籽霉变问题，永兴科技公
司2019年添加了“热风爆蒲”油茶果
籽壳分离生产线，日处理 18 吨油茶
鲜果，改变了油茶果晾晒开裂靠天、

拣籽靠人的低效率生产现状。目前，
公司“热风爆蒲”油茶果籽壳分离生
产线实行三班制，固定用工18人，人
均月收入3000多元。公司收购油茶
鲜果2400 吨，不仅解决了本县油茶
种植户卖果难问题，还辐射解决了三
穗、岑巩等周边县油茶种植户卖果难
题。当前，公司每年压榨原油 3000
吨、精炼油500吨，日产茶油化妆品
油1吨。

销售渠道畅

天柱通过中央、省州各级媒体
大力宣传油茶产品，油茶产品知名
度逐年提高。依托农超对接、农校
对接、农企对接等方式，提高油茶产
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有份额。借力东
西部扶贫协作、“黔货出山”机遇，签
订订单合同。发展农产品电商、微
商等云服务销售平台，促进油茶外
销。目前，天柱的油茶产品已经供
不应求。

油茶已成为天柱县群众脱贫增
收的支柱产业。“天柱县是贵州省油
茶产业发展核心区，县里将油茶作为
助推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的主导
产业。”袁昌选说，天柱2010年成立
县油茶办，自选“白市4号”等3个油
茶优良无性系率先通过省级林木良
种认定，创建千万株苗木繁育基地，
创建天柱县油茶产业示范园和栖凤
油茶生态园，注册“三星岩”“高原星”

“颐民”“贵州红”油茶商标。“一县一
业”油茶生态鸡“凤99”获得第11届
国际森博会金奖。“天柱茶油”2019
年 9 月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保护。天柱先后被确定为全国油茶
发展重点县、全国油茶科技示范基
地、贵州省经济林基地示范县等
称号。

目前，天柱油茶总面积达 30 万
亩，可产茶籽 8900 多吨，带动 15.6
万人实现增收。

天柱县是贵州省油茶

产业发展核心区，县里将

油茶作为助推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成

立油茶办，引进科技企业，

培育优良油茶品种，创建

苗木繁育基地、产业示范

园等，使油茶产量大幅提

高，油茶产品更加多元。

通过精准对接市场，天柱

县的油茶产品销售渠道畅

通，油茶成为群众脱贫增

收的支柱产业。

在贵州省天柱县白市镇三间桥村油茶基地，油茶专家在测产。 金可文摄（中经视觉）

完善乡村经济治理体系

推动偏远乡镇产业发展
□ 王 健

村民在贵州恒生源公司翻拣油茶果。 金可文摄（中经视觉）

浙江省对口援疆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

“阿克苏好果源”热销浙江“十城百店”
本报记者 马呈忠

新疆新和县依其艾日克镇央达
克村优质红枣示范基地原本是块饱
受风沙侵袭的贫瘠土地。全村种植
红枣面积500多亩，年产商品枣却不
足3吨，经济效益低下。

为让果农重拾信心，对口援建新
和县的浙江省丽水市，牵线丽水市农
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新和县合作
成立新疆丽耕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建立了1500亩的红枣核桃示范
基地。从嫁接、施肥、打药、修剪等环
节，为果农打造科学化、标准化种植
管理样板。

去年，在遭遇三场大风沙的情况
下，红枣基地收获的 58 吨商品红枣
远销浙江“十城百店”，销售额达到
100多万元；今年预计可收获商品红

枣150吨。
新一轮援疆工作启动后，浙江省

援疆干部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阿克苏
地区农产品流通方面存在经营主体
弱、物流成本高、流通效率低、农民增
收难等问题。

“产业援疆要符合受援地实际需
要。”浙江省援疆指挥部产业发展与
就业促进组副组长杨颖俊深入走访
农产品生产基地、流通企业和农业
农村、商务、供销等政府部门，把破解
难题的关键放在了农产品流通上。

凭借多年商贸领域的工作经验，
杨颖俊提出在浙江10个设区市建立
阿克苏特色农产品公共仓，实行统一
平台运作、统一仓储服务、统一地域
品牌、统一物流配送、统一质量追溯，
辐射100家以上市场销售门店，形成

“十城百店”市场网络。
2017 年，浙江省和阿克苏地区

按照“政府推动、企业主体、资源整

合、市场运作”原则，推动“十城百店”
工程建设。截至目前，在浙江市场已
建立“十城百店”营销网点 614 个。
2019年度阿克苏地区农产品加工企
业 收 购 农 产 品 66.55 万 吨 ，带 动
24.31 万农户其中 1.86 万户贫困户
增收。

霜降过后，新疆阿克苏红旗坡农
业发展集团的20万亩“冰糖心”苹果
集中上市。“‘十城百店’打通了市场，
倒逼种植端提升品质。”该集团总经
理杨博说，目前公司林果种植实现了
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管理，保证了

“好果源”；冻干、膨化、低温三种产业
工艺共同提升果品价值。

由该公司牵头打造的阿克苏地
区区域公共品牌“阿克苏好果源”，正
在成为新疆优质果品的标签。阿克
苏地区优质果品销售已形成“阿克苏
好 果 源 + 企 业 自 主 品 牌 ”的 组 团
模式。

为了保证“十城百店”工程长效
机制，拥有红枣、核桃、苹果为主的
450 万亩特色林果基地的阿克苏地
区，已创建“中国森林食品生产示范
基地”200 万亩，“百十一”林果基地
111 万亩，有机果品基地 5 万亩，出
口注册果园4万亩，基本实现了农产
品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
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同时，南
疆商贸物流中心加快建设，集公路、
铁路、民航、管输于一体的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日趋完善。“十仓百企”工程
整合仓储资源，地、县（市）公共仓总
仓储能力达 9.82 万吨，加速了优质
农产品“走出去”。

下一步，浙江省和阿克苏地区将
围绕“十城百店”健全市场网络，着力
巩固流通体系建设；助推全产业链建
设，推动林果品质提升；加快质量追
溯体系建设，确保优质农产品来源
可溯。

葫芦岛市地处辽西沿海丘陵地
带，“七山一水二分田”，农村资源分
散、产业分散、资金分散、收益分散，
产业是发展的最大短板。近年来，
葫芦岛市以完善乡村经济治理体系
为引领，在增强乡村“造血”功能，推
进偏远乡镇产业规模化、组织化、市
场化发展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偏远乡镇远离中心城区，接受
城市经济的辐射较弱，加强党对乡
村经济的全面领导至关重要。我
们的办法是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
实施“三个协同”：

组织协同。通过实施乡镇机构
改革、村党组织书记、村主任“一肩
挑”改革，确立乡镇党委一元化领
导、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机构设置
和职能任务，实行财政体制改革，赋
予乡镇党委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村
级组织发展经济职能，形成乡、村两
级有机耦合的发展经济合力。

规划协同。治理的基点在于规
划。我们采取“一乡一策”“一村一
策”的办法，分门别类、区别对待，紧
密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逐乡逐村综
合分析研究资源、基础、人力、技术、
市场和产业方向、利益分配、实施办
法，确定乡镇产业发展的弹性规划，
确立产业发展路线图。

力量协同。将每个县（市）区
偏远乡镇划分为若干片区，由县级
领导分片包干，定点指导偏远乡镇
产业发展。

整合产业发展资源

偏远乡镇大多资源匮乏。我
们把资源的有效整合、高效利用、
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作为一条“铁
规”，重点提高“三个度”：

以提高人口集聚度为目标，整
合人口资源。人口是乡镇产业发
展的第一资源。现在，农村常住人
口数量少、人口的年龄结构老化现
象比较普遍，如何在乡镇和村集聚
起年轻人是个问题。

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目标，整
合自然资源。针对山林、河流、特
产等资源由于行政区划而出现的

“碎片化”问题，采取“联村（联组）
利用”、签订协议利益共享、委托经
营利益分成等方式，由一个村或村
民组主导，推进自然资源的完整性
和可利用比例。

以提高产业集聚度为目标，整
合产业资源。具体办法是向规模
集中，向品牌集中，向市场集中。

构建产业发展支点

偏远乡镇的产业发展经不起
“翻烧饼”，必须像精准脱贫一样精
准定向。我们的办法是立足精准、
推进“三个对接”：

乡 村 产 业 与“ 能 人 ”大 户 对

接。发挥各类能人作用，带动规模
化、集约化农事产业，支持大户经
营、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家
庭农场、成立农事公司、建立中介
机构、发展小型工业企业。

乡村产业与现代经济组织对
接。以公司化运作为牵引，发挥农
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营销公
司的作用，提高现代经济组织的经
营占比，最大限度地提高产业附
加值。

乡 村 产 业 与“ 飞 地 ”经 济 对
接。乡镇招商、园区落户、优势互
补、利益共享。这样就把园区的土
地、环保、基础设施和经营管理资
源与偏远乡镇产业捆在了一起。

增强产业发展动力

集体经济是脱贫攻坚的“兜
底”工程。我们以资源变资产、资
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农村“三
变”改革为先导，全面推进农村综
合改革，促进偏远乡镇产业的市场
化变革。重点是“三个推进”：

推进集体产业发展。以县级
为单元，整合各类涉农资金，适度
融资和招商，建立乡镇产业基金，
以偏远乡镇和偏远村屯为重点，以
奖励和借款的方式解决集体产业
启动资金问题，实现“财力”与“事
权”相匹配。

推进股份合作经济发展。以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事
公司为主要形式，发展股份制合作
经济、新型集体经济。

推进集约式发展。以规模生
产、集团式经销为基础，综合运用
订单、中介、代销、期货等手段打通
与市场的联系，打破乡镇、村庄行
政界限，集约发展山区杂粮基地、
牧业基地、乡村民宿、酿酒葡萄等
特色产业。

营造产业发展环境

偏远乡镇产业发展的最大潜
力在于环境建设，最大的弱项也是
环境建设。我们坚持富庶、美丽、
宜居方向，积极推动偏远乡镇的

“三个融入”：
城乡一体，融入城市营商环

境。坚持按照城区标准，规范偏远
乡镇的办事流程、办事规范、办事
效率。近年来，偏远乡镇消除了招
商引资项目因久拖不决而“流产”
的现象，特别是“飞地”政策，提高
了招商引资“命中率”。

城乡统筹，融入次区域生态环
境。坚持偏远乡镇优先原则，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百个
美丽乡村初现雏形。

城乡互动，融入区域合作发展
链条。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用城市
产业视角看待乡村，用城市产业拉
动乡村产业。

（作者系中共葫芦岛市委书记）

近年来，江西省积极推广稻田生态综合种养，利用稻田、水塘去饲料化
规模养殖鱼、虾、鹅、鸭等，让包括贫困户在内的分散农户可以“一田双收、一
水双收”，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图为江西新余市渝水区
新溪乡后溪村，稻田鹅游弋在稻田旁的水塘中。 黄奔文摄（中经视觉）

综合种养富农家

以完善乡村经济治理体系为引领，通过打造产业发展龙

头、整合产业发展资源、构建产业发展支点、增强产业发展动

力、营造产业发展环境，大力推进偏远乡镇产业规模化、组织

化、市场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