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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真没想到，到邮局办个业务，还能顺便立个案，顺带着把长期拖欠
的血汗钱要回来了，这可真方便啊！”近日，记者在江苏连云港灌南县走
访，当地北陈集镇王口村村民陈江谈起灌南智能诉讼服务时连连称赞。

从年初开始，灌南县人民法院在全面推行“党建+审务工作站”基础
上，深度开展“法务+邮政”战略合作，同步推进24小时自助诉讼服务站
点建设，多维度打造“平台+内容+应用+便民”的乡村智能诉讼服务“生
态链”，将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职能向基层延伸、向偏远农村辐射。

“我们这边三面环水，到县城往返要2个多小时。现在‘小法院’搬到
了家门口，大事小情现场就能处理，再也不用来回折腾了。”灌南县堆沟
港镇村民告诉记者。

灌南县以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为基点，整合“党建+审务工作站”解纷
资源，丰富立案、缴费、送达、调解、开庭、宣判、协助执行等功能，实行线
上线下“一站式”服务，形成“乡村微法院”全面覆盖，实现矛盾纠纷一站
式解决。

“小伙子，你说得对，本来都是乡里乡亲，为通行这点事打官司，不值
得，你说要去村里的‘党建+审务工作站’进行调解，我同意，也放心。”经
过导诉员的耐心劝解，灌南县李集镇六塘村陈老汉与发生矛盾的邻居握
手言和。

坚持“非诉挺前”，建立“诉前调解+司法确认”无缝对接机制是灌南
县深耕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头等大事。灌南县不断强化“多渠道非诉化”
服务，统一配备导诉专员，明确诉讼风险评估、诉讼政策宣传等职能，打
出诉调对接、示范诉讼、集中化解“组合拳”，截至目前，乡镇智能诉讼服
务站点分流化解矛盾纠纷385起，成功率超过70%，调处矛盾纠纷269
起，司法确认149起，新收民商事案件数量持续走低，社会治理效能逐步
显现。

“文书送达难、反馈难，一直是案件办理中的‘老大难’问题，自建立
集中送达中心以来，数据实时更新、在线查看、同步阅读，效果太好了。”
长期在民商事审判一线工作的法官周四新说，灌南县打造了“集中式智
能化”送达平台，推行“无纸化办案+集约化管理”送达模式，开通诉讼材
料收发系统，送达指令线上发起、限期处理、实时反馈，实现了法律文书
智能集约送达，让“邮件网上跑，卷宗在线看”。

半年时间，灌南县通过平台接收处理送达指令2000余次，解决1300
余件案件送达任务，将16名书记员“解放”出来，有效盘活了司法资源。

“加强法治乡村建设，首先要引导群众知法懂法，进而做到遵法守
法，以此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灌南县人民法院院长方愚说。

灌南县还在乡镇智能诉讼服务站点设立了“法官说法”窗口，每天循
环播放庭审实况、典型案例、诉讼服务、普法短片，传播法治正能量。同
时，70余名邮政投递员还兼任普法信使，通过邮政网点LED屏、邮政网
点立案自助机具、邮递车辆显示屏、微信公众号等媒介，设置失信被执行
人曝光台，发布执行悬赏公告，印发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公布拒执违法犯
罪典型案例等，建设面向社会的普法教育“邮路”。

江苏灌南县：

“微法院”搬到家门口
本报记者 蒋 波 通讯员 张 翌

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

桃树催生出产业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驱车从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城出发，
沿着105国道一路行至上坪镇东南村，放
眼望去，连片的桃林成荫，累累的果实压
弯了桃枝。连平县委常委、深圳市南山区
驻连平前方指挥部总指挥莫剑波介绍，连
平县是中国鹰嘴蜜桃之乡，上坪镇是县里
主要的鹰嘴蜜桃产业基地。目前，连平县
共有鹰嘴蜜桃种植户约6000户，种植面
积6万亩左右，年总产量达4.5万吨，产值
达4.2亿元。

打造本地品牌

“连平县上坪镇土壤富含矿物质，这
里水质好，温差比较大，产出的桃果钙物
质丰富，脆甜爽口，非常受消费者欢迎。”
连平县光大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当地致富
带头人谢明光谈及家乡的鹰嘴桃时自豪
地说，上坪鹰嘴蜜桃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和广东省名特优新农产品，合作社已
经成为连平县规模最大、示范带动性最
强、效益最明显的农业综合性示范集体
之一。

连平县光大种植专业合作社位于上
坪镇鹰嘴蜜桃种植的核心区，成立于
2011年9月，为服务当地鹰嘴蜜桃种植
农户，拉动当地鹰嘴蜜桃种植业发展，促
进农民增收而成立，成员出资总额900万
元。自成立以来，合作社积极引导农民入
社，现有社员106人。合作社带领社员们
科学种植，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显著增加
了农民们的经济收入。目前，合作社有3
个大型桃苗基地和5个观光桃园，种植面
积3000多亩，年产值达5300万元。

合作社的发展壮大过程中，深圳南山
区的帮扶带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帮扶干
部不但带来资金‘输血’，提供化肥、农药、
农技，还通过产业帮扶形成‘造血’功能。”

谢明光介绍，合作社为上坪镇精准扶贫产
业合作共建企业，先后吸收了省定贫困村
东南村、新镇村、新陂村共65户212人入
股帮扶资金196万元，根据贫困户的自
身特点发展多种项目，先后开发四季百
果园、鹰嘴蜜桃提纯复壮种苗繁育研究
基地和有机水稻种植项目，新增就业岗
位 76个，解决当地精准扶贫建档立卡
贫困户65人务工，每年每人可增加收入
3.5万元，2017年、2018年、2019年3年
以分红形式发放给贫困户的收入共计
54万元。

壮大村级产业

“如何想方设法壮大村级集体产业，
不断振兴乡村，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
题和践行的方向。”南山区派驻河源市连
平县上坪镇东南村第一书记李红华告诉
记者，围绕鹰嘴桃果品种植、科学采摘、加
工、销售各个环节，帮扶团队开展系列服
务，推进生态农业科技发展进程。为带动
鹰嘴蜜桃种植，2019 年投入帮扶资金
100万元建起了110亩的鹰嘴蜜桃产业
基地，收益的80%用于贫困户脱贫增收，
20%用于村集体公益事业，并优先聘用当
地贫困户到基地务工，帮助他们实现稳定

脱贫。
2020年，村集体投入100万元，与光

大种植专业合作社共建鹰嘴蜜桃集散、分
拣和运输中心，促进鹰嘴蜜桃种植和销售
规范化，提升产品品质，助力做强鹰嘴蜜
桃品牌。

目前，连平县光大种植专业合作社已
与国内知名的连锁百货企业天虹超市、顺
丰速递、鲜特汇等建立了稳定的业务合作
关系，并通过开展电商活动促进果品销
售，实现产销两端有效衔接。

农旅合一发展

以桃为媒，连平县不仅抓住果品端的
价值，还挖掘桃花的观赏价值。自2009
年上坪镇举办首届桃花节以来万亩桃园
已美名远扬，成为“网红”打卡地。

谢明光告诉记者，每年3月桃花盛开
的时候，桃花节现场都热闹非凡，游客络
绎不绝。今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连
平县将桃花节搬上云端，办起了“乡村振
兴好·连平桃花美”首届连平云上桃花节
活动，联合各大平台直播“探秘桃花源”，
带网友参观鹰嘴蜜桃桃花风光摄影园景
区，为网友开发“接桃花找桃花运”线上游
戏，制作产业园区全景VR，全方位“云

上”赏桃花，多角度展示桃花美景、旅游文
化、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独特魅力，让
网友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到连平的桃花
风采。

另外，每年7月，这里还会举办鹰嘴
蜜桃节，开展摘桃、品桃、购桃活动，举办
桃王争霸赛，今年则举办了鹰嘴蜜桃直播
带货PK大赛，开展产销对接会。

为了充分挖掘鹰嘴蜜桃的经济潜能，
合作社还开发出桃胶、桃酒、桃果干、桃果
粉以及桃花研制成的面膜等鹰嘴蜜桃系
列加工产品，建起了家庭农场、农资超市
等服务配套设施，发动村民积极参与旅游
项目建设，利用“公司+基地+农户”的形
式进行景区建设、改造和经营，目前已完
成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据介绍，相关景
区项目不仅能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效
益，还可新增65个就业岗位。

“十里桃花、万亩桃园；三月赏花、
七月品桃。”莫剑波表示，大力发展乡村
休闲旅游，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农业产
能，发现乡村价值，连平县将鹰嘴桃品
牌有效转化为乡村旅游特色品牌，吸引
游客观光旅游、赏花、摘桃、品桃、购
桃，实现了观光农业和特色产业的有机
结合，打造出了一张亮丽的对外展示名
片，“如今，连平已经成为岭南农业产业
化观光旅游基地”。

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光大种植合作社村民在分拣鹰嘴桃。 本报记者 杨阳腾摄

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深入挖

掘当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当地

名特优新农产品、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鹰嘴蜜桃种植，并围绕

鹰嘴蜜桃延长产业链、发展乡村

旅游，从一株桃树催生出生鲜、食

品加工、农旅等诸多产业，通过特

色农业、观光旅游有机结合，实现

了以农兴农，富民兴乡。

眼下正值葡萄生长的黄金季节，走进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生机镇
镰刀湾村葡萄种植基地，500多亩葡萄生机勃勃，葡萄架上藤枝蔓绕，一
串串果实掩映在繁密的叶子中。20多名村民正在忙着给葡萄修枝疏果。

“剪的时候把个头小和长不大的果实剪掉，使养分集中供给保留下的
优良果实。”葡萄种植基地负责人李长勇一边指导村民修枝疏果，一边向
记者介绍说：“现在是葡萄管护的最佳时期，做好疏果工作，是实现葡萄丰
产、优质的重要措施之一。”

201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李长勇选择回乡创业，准备为家乡的发展
贡献力量。

“镰刀湾村平均海拔700米，邻近赤水河，全年气温较高、气候湿润，
很适合葡萄生长。”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李长勇决定在镰刀湾村发展葡
萄种植，并于当年10月开始建设葡萄种植基地，经过搭架种植、细心管
护，加上不断学习改进种植技术，现在基地已逐渐成形。

“再过一两个星期，我们的葡萄就可以采摘了，虽然今年是试挂果，但
葡萄的产量和品质都还挺不错的。”李长勇说，基地种植的葡萄采取了大
棚种植和露天栽种两种形式，以保证从6月到9月都有葡萄供应，从而占
领市场主导地位。

“多亏了基地的建立，我家的6亩土地全部流转了进来，每年都有
3600元的土地流转费。现在我在基地务工，一天100块钱工资，还有全
勤奖，一个月就有3000多块钱的收入。”镰刀湾村村民唐启桂说。

“既然要做，就要做好，现在我已经和商家做好了产销对接，销路是完
全不愁的，下一步我还要扩大葡萄的种植面积，让我们的葡萄成为全镇的
一张名片。”李长勇不仅将所学技术无偿传授给村民，还从云南购进葡萄
苗，免费发放给村民，有收成了还保底回收，以此带领大家一起种植葡萄，
增收致富。

目前，镰刀湾和周边几个村一下子新增葡萄种植500余亩，李长勇的
发展蓝图正徐徐展开，村民致富的道路也越走越宽。

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生机镇镰刀湾村：

葡萄串起致富路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陈 曦

过去村里家家户户养猪，少的几头，
多则几十头，生猪产生的粪污以堆肥形式
存放，一到夏天到处都臭烘烘，周边村的
人都不愿意来串门；如今还是家家户户养
猪，养殖数量有增无减，可是粪污不见了，
臭味没有了，来来往往的人也明显多了起
来——这是发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红
庆河镇哈达图淖尔村里的“稀奇事”。

“哈达图淖尔是有名的养猪村，村民
的收入总体还不错，只是养猪带来的几大
难题一直困扰着村民。”哈达图淖尔村党
支部书记呼丽告诉记者，由于村里基础配
套设施不完善，粪污处理不达标，人居环
境受到严重影响。过去养猪都在自家的
房前屋后，规模小、效益低，人畜混居还增
加了人畜共患病的几率。“过去人们来这
里做客，回去身上总有股猪粪味，我们都
挺不好意思的。如今可不一样，各家房前
屋后的猪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小果
园、小菜园，哪里还有猪粪味！大家都说，
我们过去臭烘烘的养猪村如今要干干净
净地奔小康啦。”

全村的猪都去哪儿啦？它们这会儿
正在不远处的万头生猪标准化规模化养

殖基地里享受着统一采购的饲料大餐。
红庆河镇党委书记杨树伟告诉记者，
2019年红庆河镇在村里实施了万头生猪
标准化规模化养殖项目，项目总投资
1000万元，其中农户自筹400万元，加上

政府产业扶持资金及其他资金600万元，
已于去年11月竣工。“项目占地面积60
亩，包括4个标准化养殖区和1处粪污处
理系统。我们采取‘七统一’养殖模式，统
一专人管理、统一提供猪仔、统一采购饲

料、统一防治疫病、统一分割屠宰、统一订
单销售、统一收集粪污，每年养殖生猪2
个批次，每批至少养殖5000头生猪。同
时，通过粪污处理系统，将粪污转化为具
有农用价值的沼液、沼渣和沼气。”杨树伟
说，“粪污直接走地下铺的管网，一点儿异
味也没有。”

杨树伟介绍，1万头生猪一年大约产
生5000吨排泄物，通过技术转化处理后，
可年产肥力翻番的有机肥3000吨，年产
沼气1.8万立方米。有机肥“反哺”村内
2000亩农作物种植，沼气则可作为燃料
供周边村民使用，还能二次转化为生活用
电，满足养殖基地和200户农户的照明用
电。也就是说，万头生猪标准化规模化养
殖项目成功打造了“生猪养殖—粪污处理
—有机肥（沼气、沼液）利用—农田种植—
生猪养殖”的种养结合生态链，实现了种
植养殖生产要素的有机循环。

杨树伟表示，标准化规模化养殖不仅
可以扩大哈达图淖尔村生猪养殖规模，提
高养殖效益，改善人居环境，降低养殖风
险，同时还能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带动
农牧民增收致富。“养殖基地实行企地合
作运营模式，在饲料、销售等方面与多家
企业合作。由企业负责保底回收，根据与
企业的保底合同约定，每头生猪利润在
600元至700元之间。正常情况下，养殖
户户均可增收1.4万元左右。”杨树伟说。

自从有了万头生猪标准化规模化养
殖基地，哈达图淖尔村村民苏荣霞的日子
就更有盼头。“我丈夫生病，常年看病吃
药，生活不能自理，家里也养不了几头
猪。有了养殖基地，我们就把原来的猪圈
改成了小菜园，院子干净了不少，还省了
好多事。今年我们家在养殖基地养了十
几头猪。有养殖基地‘撑腰’，我们还要养
更多猪，让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

村子变干净 日子更好过
本报记者 余 健

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红庆河镇哈达图淖尔村的粪污处理系统。
本报记者 余 健摄

江苏灌南县群众在自助诉讼服务站立案自助机上操作。（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