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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甘肃敦煌市神农绿色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2019年通过在肃州镇
河州堡村七组流转土地50亩，搭建钢架拱棚发展设施叶菜。随着产业发
展，合作社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我们的棚2019年11月底建成以后，20
座棚全部种上了韭菜。从今年1月份开始上市，截至目前已收获两茬，收
入9.8万元。”合作社理事武国军说。

近年来，甘肃敦煌市以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为主抓手，通过政策
激励、组织引导、行政推动等措施，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
为农业农村工作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依托合作社发展，不少农户将自家承包地转租给合作社，增加了家
庭收入。农户马建设自家的10亩地正好在河州堡村设施叶菜基地片区，
他不仅将土地全部转租给了合作社，还入股成为合作社股东，每年除了
上千元土地流转费，按照产业收益情况，年底还可以保底分红。

位于肃州镇肃州庙村的敦煌市福荣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家
集技术推广，农产品种植、销售、仓储为一体的高端农民专业合作社。秉
承“合作发展、服务三农”的经营理念，形成了“生产分散在户、服务统一
在社”的新型农业规模经营模式。近年来，结合本村实际，合作社积极引
进早酥梨新品种，打造以红早酥梨为主的优质林果高效示范区。

福荣合作社理事桑爱玲告诉记者：“我们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6月
份，刚成立时吸引农户50多户，目前已经发展到200多户，种植面积达到
600多亩。我们合作社采取统一测土配方、统一苗木发放、统一农资发
放、统一订单销售、统一病虫害防治等，为农户提供产供销一条龙服务，
带动农户发展早酥梨产业，增加收入。”

肃州镇肃州庙村二组农户朱军是福荣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
2016年他新定植了2亩多红早酥梨，现在部分梨树已经挂果。“苗木都是
合作社负责嫁接好的，我们负责管理。今年是第4年，梨树已经挂果了。”
朱军说，“合作社以后会利用电商平台销售，不担心销路问题，这让我对
酥梨产业发展更有信心。”

近年来，甘肃敦煌市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和产业模式，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逐渐成为带动农村经济的新主体。通过整合农业项目资
金，扶持示范性好的经营主体不断做大做强，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在稳定提高、规范运行中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带动农户、对接企
业、链接市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目前，敦煌市共有农民专业
合作社418家，涉及种植养殖、农机、渔业等，资产总额达11.3亿元，社员
人数1.6万人。其中，被认定为国家级示范社4家，省级示范社36家，酒
泉市级示范社68家。在农业部门备案并经工商登记的家庭农场96个，
家庭农场经营耕地总面积1.97万亩，劳动力总数238人，拥有省级示范性
家庭农场8家，市级示范性家庭农场29家。

甘肃敦煌：

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张晓亮 边金霞

山东曲阜以良好生态支撑乡村振兴——

农村美 农业强 农民富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梅 花

“美丽庭院”布点，美丽乡村铺面，特
色产业支撑，山东曲阜市让良好生态成为
乡村振兴支撑点，以点带面，全域推进，一
幅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美丽
画卷正在曲阜大地徐徐展开。

“产业生态化”改善人居环境

在息陬镇北元疃村东郊的养殖区里，
分布着3家养猪场和12家养鸡场。虽然
天气炎热，但这里却看不到横流的污水，
也没有臭气熏天的气味。每天下午，前来
收购粪污的封闭式运输车沿着村东生产
路，将12家养鸡场产生的粪便统一收购，
运往临沂、泰安等地的肥料加工厂。

记者看到，粪污运输车开到村里的
惠德肉鸡养殖场，养殖户田猛启动自动
化粪污传送带，1个鸡舍2.3万只鸡苗产
生的2吨粪便，通过传送带运上了封闭
式粪污运输车，整个过程仅用了 15分
钟。收集4个鸡舍的10吨粪污，用时不
足一小时。

“这辆运输车是村里统一联系的。现
在的畜禽粪便处理，省时省力又环保卫
生。”田猛说，北元疃村共有规模养殖户
15户，一年下来，村里产生的畜禽废弃物
有上万吨，现在有机肥料收购商上门拉
货，村里还指导养殖户喷洒生物除臭剂，
畜禽废弃物实现了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
利用，效益更好了，规模更大了，村里环境
更美了。

北元疃村的村庄规划，不只体现在养
殖集中区域的设置上。近年来，村里加快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先后规划17条主要
道路，街巷全部硬化绿化亮化；村里的环
保意识也不仅体现在畜禽粪便处理上，村
里制定了专人卫生保洁制度，建设了村庄
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形成了村容村貌整洁
有序、群众宜居宜业的生态环境。

北元疃村从“脏乱差”到“洁序美”的
蝶变，折射出曲阜市以科学规划合理部

署乡村发展格局、以生态治理带动乡村
振兴的整体思路。通过农村沼气“进社
区、进园区、进养殖小区”方式，实现了农
村生产、生活和生态良性循环；通过实施
农业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5%以上，规模
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98%
以上，大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
备配套率达100%；通过推广实施秸秆
综合利用项目，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达到96%。

家庭“小盆景”提升乡村“精气神”

墙外是绿树环绕的柏油路，墙内是花
草点缀的农家小院，屋里是干净整洁的家
居陈列。吴村镇簸箕掌村家家户户彼此
效仿，争创“美丽庭院”示范户。

村民张荣华评上了“美丽庭院”示范
户后，引来不少村民串门“取经”，门前的
花草摆放造型，墙上的孔子像、家风家训，
墙边的图书角，居室的收纳技巧……这些
都成了大家学习的内容。

“当上示范户，能带动大家共同进步，
现在整个村子不仅环境干净卫生了，大家
伙儿的精气神也都上来了！”正带着几名
村民参观自家小院的张荣华说。

去年，同张荣华一块儿被评上第一批
“美丽庭院”示范户的，曲阜全市共有
5899户。村民们比照着写一条家训上

墙、贴一套宣传资料、晒一幅全家福照片、
建一个图书角、学一篇儒学经典、栽一院
花草等“十个一”家庭建设小标准，纷纷打
造出庭院美、居室美、厨厕美、绿化美、家
风美的“五美”家庭。

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曲阜市以
家庭为单位，用小标准、小规范潜移默化
地影响家庭，把农村清洁行动做深做实。
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的越来越多村民不
仅开始注重自家庭院清洁美丽程度，也更
加重视文明素质提升和文化氛围营造，孝
老爱亲、向上向善的氛围愈加浓厚，文明
乡风和整洁村容相得益彰，乡村美景更加
美不胜收。

据了解，目前曲阜市已有7000余户
家庭创建成为“美丽庭院”示范户。曲阜
市计划到今年年底将20%的农村庭院建
成“美丽庭院”，以点带面，让家庭“小盆
景”扮美乡村“大环境”。

“生态产业化”助推绿色发展

夏日的尼山，景色醉人，在尼山镇鲁
源新村南面，有一片大花园，里面各种颜
色的月季花争奇斗艳，金黄色、紫红色的
波斯菊等各类花草美不胜收，吸引着游人
和附近群众前来观赏。

“新村民宿目前有12套客房30多张
床位，由于当地人居环境逐渐改善，来这
里游玩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在节假日，

客房数量总是供不应求。”鲁源新村党总
支书记刘承彪告诉记者。几年前，鲁源新
村村民还面临着道路狭窄、交通不便、环
境杂乱等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去
城里打工。如今，全村720户村民全部住
上了两层或者三层别墅房，鲁源新村一举
成为济宁市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环境好了，鲁源新村开始探索发展特
色产业，投资建设了近50亩生态采摘基
地和12套高端民宿，发展起了蜜蜂养殖，
村里还建起了连锁商超、品牌农家乐、文
创作坊……鲁源新村一半以上的村民实
现了家门口就业。

坚持“内修人文、外修生态”原则，曲
阜市以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
升、村容村貌整治为重点，并配合当地产
业，进一步提升乡村的“颜值”和“内涵”。
从姚村镇庙东村的莲藕产业到吴村镇簸
箕掌村的乡村旅游，从小雪街道武家村的
千亩樱花园到时庄街道八里庙村的特色
果蔬……越来越多的美丽乡村发展起了

“美丽经济”，生态产业化有效带动了乡村
全面振兴。目前，曲阜发展特色产业村
150余个，农民实现稳定持续增收。

“没有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就不可
持续。”曲阜市委书记刘东波说，改善生态
环境，促进外在美向内在美、持续美转变，
建立长效机制是关键，生态环境变好了，
农业农村发展才有活力，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才更足。

山东省曲阜市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确保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资料图片）

山东省曲阜市按照以科学规划合

理部署乡村发展格局、以生态治理带

动乡村振兴的整体思路，坚持“内修人

文、外修生态”原则，以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服务提升、村容村貌整治为重点，

大力建设美丽乡村，鼓励农户创建“美

丽庭院”，并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发展

特色产业，使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

化，乡村发展动力十足。

在安徽省巢湖市高瑞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几千亩稻渔综合种养示
范区里，工人们正熟练地从虾笼里收笼起虾，经过分类分拣，这些龙虾被
早已等在公司门口的冷链车成箱运往外地。

“巢湖小龙虾上市早、价格高，养殖户赚得多，这主要得益于市里推广
的稻虾综合种养‘2080’联作新方式。”巢湖市高瑞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葛瑞海说。

葛瑞海所说的“2080”联作新方式指的是用20%的虾苗田集中繁育
龙虾苗，80%的成虾田用来发展稻田成虾养殖。

“这个种养新模式改变了以前虾苗培育和成虾养殖在一块田里的方
法，育养分离有利于培育早期虾苗，实现早出虾苗、早出成虾，而且小龙虾
病害少、品质好，可以全年销售，提高了产量，增加了效益。”葛瑞海说，小
龙虾的排泄物还给水稻提供了有机养料，化肥农药的施用量大减，公司生
产的稻米比市场上普通米每斤要贵3元，而且销售很旺。

近年来，巢湖市稻虾产业规模和效益迅速攀升。截至目前，全市稻虾
综合种养面积已达8.7万亩，小龙虾年产量1.2万吨，产值3.6亿元，稻虾
米年产量3万吨，建立了3个稻虾万亩示范片，百亩以上稻渔示范基地
200多个，注册稻虾米品牌20多个，一产综合产值7.8亿元。

“关键在对种养技术和模式实行大胆创新。”巢湖市农业农村局水产
中心主任王国举告诉记者，该市水产技术人员不断探索，提炼出“2080”
联作新方式并大力推广，效果很快显现，在去年第三届全国稻渔综合种养
模式大赛暨2019优质渔米评比推介活动上，巢湖市4个稻渔综合种养单
位斩获5个奖项。

“今年，巢湖市还会对这一方式创新升级，‘延伸’发展稻虾鳖、稻虾鳝
鳅等多种综合种养模式，鼓励养殖户分散风险，继续提高收益。同时，积
极筹备小龙虾美食一条街，利用网络直播等带动销售。”王国举说。

安徽巢湖：

创新稻虾种养效果好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严化文 王亮礼

7月份，记者来到重庆市大渡口区跳
磴镇石盘村，一大片柑橘林绵延在青山绿
水间，一个个圆润饱满的果实压弯了枝
头。“这个果园有香水橙、脐橙、无核橘、葡
萄等，每个季节都有应季水果，游客来采
摘不会担心跑空。”大渡口区跳磴镇石盘
村党总支书记李波说。

曾经的石盘村可没这么热闹，环境不
好、交通不便，大片耕地荒废使村民发
愁。近年来，石盘村按照一产稳固基础、
二产增加财富、三产新增业态的思路开展
田园综合体建设，打造柑橘“石盘春见”品
牌，同时以水果采摘带动乡村旅游发展，
丰富农村发展新业态，为村里带来了持续
稳定的收益。

村民有盼头，乡村致富才有希望。石
盘村是大渡口区农村“三变”（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试点村
之一。2019年，石盘村通过股份经济合
作联合社，带动村民“耕地入股”，以“量化
到人、确权到户、户内共享、社内流转、相
对固定”的管理模式确保股权稳定。“改革
后，我们以股份经济合作社为载体，运用
激活的集体资产，围绕农文旅融合产业发
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李波说，
2019 年以来，村里从村民手中流转了
400多亩土地，建设了70多亩梯田稻花
香农耕文化体验园和优质水果旅游采摘

园。今年，村里搞起了乡村振兴带头人项
目，16户带头人共贷款360万元，全力助
力石盘村乡村振兴。

“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成股东。”石盘
村村民李安辉说，以前他在外地务工，去
年得知村里要搞股份经济合作社，他即刻
回到了家中，入股2.2亩土地，用来种桃
子和水稻。“现在土地流转收入多，每月收
入在4000元左右，如果在田里打工还能

有额外收入。”
如今，石盘村农民工返乡创业成为常

态。截至目前，全村共513户2035人入
股，实现了“人人成股东，人人拿分红”的
热闹景象。同时，石盘村通过集体资源调
动政府资源、政府资源撬动社会资源“双
轮驱动”，实现了“产业连体”“股权连心”，
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带动周边4个
村共1480户农户发展种植柑橘。

目前，石盘村依托电商的水果销量节
节攀升，乡村旅游带来的综合收入大幅增
长，人均收入从2006年4000多元上升到
目前的超过2万元。

石盘村一些土地的经营权通过流转，
集中到适度规模经营者手中，大部分发展
成为农旅融合的乡村旅游产业，培育了一
批年接待10万游客的乡村旅游景点。重
庆康然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村里流转
了100多亩土地，利用原有的山坪塘建起2
座可供游客垂钓的鱼塘，种植柑橘、葡萄、
桂圆等水果，游客不仅能在这里采摘水果，
还可体验民宿、攀岩等活动。据该公司负
责人介绍，每年园内接待游客20余万人
次，年经营收入在400余万元。

在康然葡萄园内，记者看到雨水红、
黑珍珠、玫瑰香等5种葡萄，每一种都采
用了科技化培育和种植。为了打造科技
农业、智慧农业、品牌农业，石盘村通过

“政策引、事业留、激励拴”充实都市农业
从业人员，培养懂“三农”、懂市场、懂管理
的“本土能人”。

乡村环境美了，才能留得住人。目
前，石盘村完善了基础设施和村容村貌改
造，完成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338户，
建设了一批旅游路、产业路、便民路，加快
形成从城区到乡村、从田头到市场畅通便
捷的交通网络。目前，石盘村已申报了市
级智慧乡村旅游示范村，拟将5G技术等
应用于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中。

此外，以打造“美丽乡村、幸福石盘”
为目标，石盘村以集体经济合作联合社和
重庆石盘生态旅游发展公司为载体，挖掘
当地旧石器时代石斧、古人类遗址和汉墓
遗址等文化资源，实施了“义渡桃园”“义
渡田园”“古村落”等项目，希望通过串点
成线、连线成面，使农文旅融合得到深化
发展。

重庆大渡口区跳磴镇石盘村：

农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冉瑞成 吴陆牧 通讯员 吴燕利

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

本报讯 记者薛海燕、通讯员马春葆报道：在财政部办公厅、商务部
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目前公布的全国首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名册中，江苏省盱眙县榜上有名。

近两年，江苏省盱眙县充分发挥农村电子商务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
坚中的带动作用，推动公共服务城乡共享，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发展，大力
发展农副产品、民俗文化、旅游餐饮等特色产业，通过线上与线下、生产与
市场无缝对接，为实体经济、对外贸易赋予互联网“智能大脑”，提升“本地
造、卖全球”能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同时，提升建档立卡贫困村电商服
务水平，探索将农户纳入农村电商发展链条，注重培育带动乡村振兴的经
济实体，加大对农村专业种养户和特色农产品的帮扶力度，让电商发展成
果惠及更多农村群众。在此过程中，当地税务部门设立税务专家团，提供

“一对一”点餐式税务服务。对符合税费优惠条件的电商，通过“非接触
式”网上办理税费减免；畅通税企网上沟通渠道，为县域境内电商提供
7×24小时全天候咨询应答服务。

江苏盱眙：

提升农村电商服务水平

云雾缭绕的重庆义渡田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