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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大雪过后，冬意渐浓，但在四川省遂宁市
安居区白马镇青峰村，却别有一番丰收景象：
从10月开始，一辆辆小货车从青峰村满载着
红薯驶向四面八方……

今年年初，遂宁市开始推进安居现代红
薯产业园建设。根据规划，产业园以白马镇
为核心，辐射带动拦江、保石、中兴等镇，种植
红薯面积5万亩以上。作为安居现代红薯产
业园的核心区域，青峰村种植红薯近
5000亩。

“6月才开荒，又是第一年种植新品种
524红薯，大家心里对收成没底，但没想到产

量竟达到60万公斤。”青峰村党支部书记袁
治全告诉记者。

11月底，遂宁在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农产
品交易会上重磅推出“遂宁红薯”，青峰村带
去的2万斤524红薯，一上柜便被抢购一空，
现场还签下10万斤的订单。

参会带来的效应不断扩大。12月9日，
村里迎来5辆大巴车，带着周边区县的餐饮
店老板实地考察红薯品质。袁治全说，农交
会结束后，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村里考察、下
单，短短一个多月，红薯就销售了20余万
公斤。

丰收的景象，村民们看在眼里，乐在心
里。村民舒洪亮为记者算了笔账，土地流转
租金1200元，加上每月在园区打工的工资，
半年下来，收入近万元。“腰包鼓起来了，生活
越来越好。”

据悉，打造现代红薯产业园是遂宁稳步
推进红薯产业发展的措施之一。遂宁以园区
建设为平台，以产业提升为核心，以助农增收
为目的，把发展和振兴遂宁红薯产业作为深
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重要举措。

“发展红薯产业不仅能让农民提高收益，

还能为农业产业调整、乡村振兴提供模板和
典范。”遂宁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遂宁位于川中丘陵地区，土质疏松、排水性
好，有利于红薯生长，通过与四川省农科院合
作，研发推广优良品种，好的品种售价可达每
斤 6元钱，比传统红薯的市场价高出近 4
倍。同时，遂宁还积极延长红薯产业链，力争
把小红薯变成大产业。

截至目前，遂宁的红薯常年种植面积已
经达到37万亩，年产鲜薯超过50万吨。全
市有大大小小淀粉类加工作坊300余家，年
加工能力9.1万吨，生产淀粉类产品1.5万
吨。立足现有基础，遂宁提出在“十四五”期
间，力争打造中国西部红薯之乡，建成优质红
薯基地40万亩，实现红薯产业综合产值20
亿元。

遂宁还成立了红薯产业发展专委会，并
整合红薯品种选育、基地种植、收储转运等产
业链各环节资源，有效统筹和组织各类新型
经营主体，积极参与红薯产业发展。同时，在
财政支持、金融服务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助
力红薯产业做大、做优、做强。

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

乡村规划是农村经济社会长期
发展的总体部署，是指导乡村发展
和建设的基本依据，在乡村经济发
展、乡村空间布局、乡村人居环境、
乡村生态环境、乡村文化遗产等领
域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是实现乡
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性手段。

由于历史原因，相对于城市、县
城和中心镇，乡村规划未得到足够
重视，尤其在欠发达地区，很多村庄
处于无规划、自然发展的状态。由
于既得不到经费投入的保障，也缺
乏相应人才支撑，乡村规划编制流
于应付或者根本就没有。

笔者多次下乡调研时发现，许
多村庄有新房无新村，有新村无新
貌。有的村庄抢建违建严重，有的
村庄基础设施薄弱，还有的村庄盲
目建设造成历史文化风貌破坏。因
为缺少规划，村庄建设中出现一系
列问题，如土地浪费严重、资源利用
效果差、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发展环
境差、环境污染难以治理和村庄自
身特色缺失等，如果得不到妥善解
决，将对乡村振兴造成影响和制约。

乡村规划工作要依靠乡村、依靠村民，以激发乡村开展
规划工作的积极性、自觉性、自主性，使乡村规划理念深入
人心。要发挥村两委作用，强化对村干部的规划知识培训，
注重发挥乡土人才、建筑工匠在规划实施中的引领作用。
要发挥规划成果的示范引领作用，让村民在实施乡村规划
中受益，使规划工作得到广大村民的支持。要采取各种手
段继续推动规划下乡村，如把乡村规划经费列入各级财政
预算，出台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设计单位、大专院校组织
团队服务乡村规划等。

总之，通过一系列措施，兼顾短、中、远期需求，就能逐
渐解乡村规划之“渴”，使乡村振兴成为在规划指导下的乡
村振兴，从而推动乡村振兴工作打开新局面、乡村展现新
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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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红薯火了
本报记者 刘 畅

江西万安县发展差异化、多元化、全域化乡村旅游——

农旅融合让乡村美起来活起来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吴国斌

田北农民画村、花花世界、“中华游戏村”
夏木塘、万安美食园、贵澳农旅鲜花小镇、潞
田红豆杉养生谷、高岭银杏村……在江西万
安县，一个个富有当地文化特色的乡村旅游
点连珠成串、以线带面，不断提升着旅游产业
集聚度、知名度，有力撬动了万安县的全域旅
游市场。

地处赣江河畔的沙坪镇佩溪村就是其中
的一颗闪亮珍珠。佩溪渔村四周青山环绕、
库汊水塘碧波荡漾，适宜人居。当地充分挖
掘文化和自然资源，大力改善提升农村人居
环境，打造宜居美丽乡村。

“赣江禁渔以来，我们利用库汊水塘‘人
放天养’，以‘渔趣’为主题，巧做‘渔’展示文
章，打造了集‘观鱼赏渔表演、游乐观景休憩’
为一体的渔家小村。”沙坪镇党委书记吴慧君
介绍，通过鼓励村民大力发展“亲水”经济，渔
家乐、水上游、民宿旅游等多种业态正在蓬勃
兴起。

“既能赏画，又能赏景，还能吃上地道的
农家菜，一家人玩一天刚好！”尽管已经是冬
天，但每逢周末，万安县田北农民画村的游客
依然爆满。田北农民画村是国家4A级景
区、省5A级乡村旅游点，不仅实现了门票收

入，还吸引了全县300余名农民画家创作农
民画，引导高陂镇29户村民开设民宿和农家
乐，带动87户农户、4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在
画村就业。

“美丽乡村建设，不仅是让乡村美起来，
更要让县、乡、村‘活’起来。”万安县委书记李
伟平说，“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和产业发展，实

现农旅融合，发展乡村旅游，补齐县域经济发
展短板，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为此，万安县积极探索农旅融合有效路
径，制定了《万安县旅游项目设施建设奖补办
法》，因势利导，对民宿、农家乐、国家3A级
以上旅游景区、江西省4A级以上乡村旅游
点、四星级以上宾馆及交通路网、游客服务中

心等设施建设进行奖补，打造了一个个国家
4A级、省4A级乡村旅游精品景点。

今年以来，在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基
础上，全县乡村旅游累计接待游客237万人
次，实现乡村旅游总收入19.16亿元，为当地
农户提供就业岗位6000多个，助力人均年增
收1500元以上。

“贷”到群众心坎上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王淼怡

“没想到手续一点儿也不麻烦，点点手
机，30万元贷款就到账了！”广东惠州惠东县
碧山村村民高泳彬告诉记者，广东农行在惠
州推行整村信息建档，构建农户信息大数据
库后，他是村上受益的农户之一。

高泳彬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农业企业，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资金周转出现了一
些困难。以往贷款手续繁琐，如今，通过农行
掌上银行，高泳彬轻松解决了一直以来困扰
他的资金问题。

针对农村地区资金需求小而分散、贷款
流程繁琐等特点，广东农行积极推进整村信
息建档工作。农行员工走村入户，通过集中
采集农户个人基本信息、家庭基础信息和收
支、负债、经营信息等，建立起农户信息大数
据库，并对符合条件的农户主动授信，提供线
上贷款，使农户足不出户就可享受便捷的金
融服务。

今年5月，碧山村成为农行惠州分行整
村信息建档首个“金融信用示范村”。自推进
整村信息建档工作以来，农行惠州分行已为
辖区115户村民授信1280万元。目前，广东
农行共在惠州设立18个“金融信用示范村”，
建档户数4170户。

今年的疫情对种植养殖业造成一定冲
击。然而，加入了百草源种养专业合作社的
贫困户收入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这与

农行云浮分行创新“户贷社管合营发展”模
式，以扶贫小额信贷资金支持贫困户与合作

社抱团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龙湾镇地处广东省罗定市西部，生态优

良，是罗定市种植南药面积最大的镇。镇上
的百草源种养专业合作社因地制宜，通过土
地流转等方式种植广藿香、益智等南药，并吸
纳贫困户加入合作社。

农行云浮分行结合南药种植、百草源种
养专业合作社的情况，创新推出“百草源扶贫
e贷”，通过整村整镇推进的方式为贫困户提
供贷款，目前已惠及182户贫困户。

在“户贷社管合营发展”模式下，贫困户
可以将土地租给合作社收取租金，并在合作
社劳动获得报酬，还能在合作社的指导下种
植南药，再将南药卖给合作社获取收益。百
草源种养专业合作社总经理肖文豪说：“我们
按市场价格收购。今年因为疫情，市场对药
材的需求量明显提高，价格也比往年高。以
社员种植一亩广藿香为例，之前一亩地年产
值是1.3万元，今年可达1.8万元至2万元。”

农房改造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一环。
今年7月，广东开展农房管控、风貌提升专项
行动，并选取韶关市翁源县作为全省农房管
控、风貌提升项目的试点县之一。对此，农行
韶关分行创新推出“农房风貌贷”产品，以村
集体评议和政府推荐作为农户申请贷款的条
件，为农户提供纯信用、免抵押，期限长达8
年的贷款，有效解决了农户融资成本高、抵押
担保难等问题。而且，符合政府相关要求的
农户，还可以享受财政贴息。目前，农行韶关
分行已向2个村、11个村小组的70户农户发
放贷款1152万元。

得益于农房管控、风貌提升行动和农行
韶关分行的信贷融资服务，翁源县松岗村的
一幢幢房子变得越来越美，白色泥墙搭配桃
木窗纹，简洁、清爽、精巧。“绿水逶迤去，青山
相向开”的美好画卷铺展开来。

产业带动多方共赢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肖 飞

“这棚订单辣椒售价不错，能卖2000元左右。等辣椒
收了就种冬菠菜，还能赶在春节前上市。以前单靠种地一
年只能挣500多元，现在只要管理跟上，收入6000元也没
问题。”近日，在河南省沈丘县白集镇尹庄行政村，村民马炎
东正在计算今年的“收成”。

马炎东的大棚外，有37座“同款”蔬菜大棚。“别看这些
棚一座只有七分地，却是我们的‘聚宝盆’，这都是我们第一
书记的功劳！”马炎东说。

“我们激励第一书记和党员干部下得去、驻得稳、融得
进、干得好。”沈丘县委书记皇甫立新介绍，沈丘为全县159
个贫困村选派了159名驻村第一书记、542名工作队员，为
393个非贫困村选派了412名科级干部联系帮扶。

除了配齐配强第一书记拉动发展，沈丘县还出台6大
类50余条“引凤回巢”政策，在简化手续、技能培训、金融服
务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吸纳在外人才回乡创业。

“家乡土地成本低，生态农业前景广阔，县里对返乡创
业又有扶持政策，回农村种地大有可为。”“80”后小伙肖云
峰过去在外地当导游，2014年返乡创办了田野青专业种植
合作社。他介绍，沈丘县不仅推出“惠民扶贫贴息小额担保
贷款”业务，还将返乡创业人员投资项目纳入招商引资范
围，与外地客商享受同等优惠待遇，这些做法吸引了众多像
他一样的人返乡创业。肖云峰告诉记者，目前，他共流转土
地565亩，其中300亩种上了优质强筋小麦，40亩建起了
蔬菜大棚，另外搭配种植了脱毒土豆、香蕉红薯、水果玉米
等特色农产品，共带动周边40余户建档立卡贫困群众顺利
脱贫。

据统计，自2015年以来，沈丘县共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9016万元，培训各类职业技能人员3万人次，扶持1.1万多
人成功创业，带动就业2万余人，实现了创业带动就业倍增
效应。

“我在这里工作已经有两三年了，平均一个月能挣三四
千元。这里离家近且方便照顾老人小孩。”在沈丘县纸店镇
赵腰庄扶贫车间，直东行政村村民赵贺霞告诉记者。

赵贺霞所在的扶贫车间以生产户外用品为主，目前已
吸纳20多名贫困群众就业。

据了解，沈丘县共建成1000平方米以上的村级扶贫车
间171个。目前，采取“龙头企业+扶贫车间+贫困户”模
式，共带动1.1万人就近就业，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400
多人。

“大棚蔬菜采摘期，这里的日用工量可达300余名，日
平均工资每人80元左右。”在沈丘县白集镇张单庄行政村，
白集镇党委书记于海涛告诉记者。

“我们按照‘县建、乡管、村有、能人带’的模式，整合了
12个行政村争取项目资金1160万元开展联村共建，建成
后移交镇政府统一管理，产权归村集体所有。”据于海涛介
绍，这只是该项目的一期工程，二期同样占地100亩，还要
建设温室大棚16座。建成后将形成规模化的产业园，由
专业公司进行经营，实现风险最小化，除去群众的土地租
金和务工收入，12个联建村集体经济每年可增收5.5万元
左右，同时带动30户贫困户依托扶贫小额信贷进行合作
种植。

据了解，沈丘县目前已建成10余个种植养殖类联村共
建项目，均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乡村产业兴旺、贫困户增收
和村集体经济壮大三方共赢。

“我们将继续积极探索发展模式，多举措发力，奏好产
业扶贫这首‘协奏曲’，为乡村振兴的宏大‘乐章’贡献经
验！”皇甫立新说。

在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沙坪镇“渔趣佩溪”乡村旅游点，前来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 邱 哲摄（中经视觉）

近年来，江西万安县以“全域旅游、

全景万安”为目标，以“文化万安、花海万

安、美食万安”为品牌，让地域特色文化

与美丽乡村建设、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相

融合，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多元化、全域

化乡村旅游发展道路，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强大动能。

在广东农行“农房风貌贷”的帮扶下，广东韶关市翁源县江尾镇金星村农房换新颜。
王淼怡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