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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卖树如今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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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药菌蔬禽 收获生态红利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王 峰 彭 飞

不久前，江苏扬州市邗江区举

行 2021 年产业发展推介大会，对当

地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突出的先进

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令人耳目一

新的是，会议安排了企业家为机关

部门颁奖。这种做法，打破了过去

由上级给下级定位次的惯例，而是

突出企业和企业家，把企业和企业

家对营商环境的评价作为标准。这

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对企业家和民营

经济的尊重。

其他地方也有类似举措。这些做

法有助于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激发企

业家创新创造，推动产业兴旺、经济

发展，反映的是政务服务观念的转

变，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尊重企业

家的氛围，值得肯定。

重视企业家，重视发展民营经

济，让弘扬企业家精神落在实处，真

正凝聚起企业家力量，推动更多的优

秀企业家涌现出来。

不可否认，现实中，少数地方对

待民营企业还有不足之处，欠缺契约

精神，没有法治意识，没有服务意

识。比如，与有关部门签的合同，可

能随时被作废；上一年推出的政策，

或许下一年就“翻了烧饼”；有的地

方仍然存在“卷帘门”“玻璃门”“旋

转门”等现象，对民营企业还存在偏

见，不能一碗水端平。

尊重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

不是一句口号。让企业家当颁奖嘉

宾、坐主席团是一种姿态，但更重要

的是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政府部门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应

主动和企业家交流，与企业建立顺

畅沟通的渠道。领导干部也要坦荡真

诚，理直气壮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帮

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比如，企业家和民营企业需要表达诉求时，声音能被政

府部门顺畅听见；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时，企业家和民营企

业的意见能被参考、吸纳；当民营企业合法利益受到损害

时，政府相关部门能主动担当为企业伸张；民营企业可给政

务服务打好评，也可以没有顾虑地打差评。只有让弘扬企业

家精神不仅放在心上，更落实在行动上，才能以实打实举措

让企业和企业家更加健康地发展。

5 月的四川巴中，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

游客从全国各地赶到这片红色的土地接受

红色教育。如今，绿水青山已成为当地百姓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金山银山。

80 多年前，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巴中诞

生，12万巴山儿女参加红军。红色精神时刻

鼓舞着巴中儿女。近年来，巴中以脱贫攻坚

统揽老区振兴发展全局，一个个美丽的新村

犹如散落在巴山大地上的明珠，生动展现着

革命老区群众的幸福生活。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地处秦巴山连片贫困地区的巴中市，是

四川省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地方之一。可

喜的是，截至 2020 年底，巴中五（区）县均已

实现脱贫摘帽、699个贫困村全部退出，累计

减贫 49.9 万人。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

困问题彻底解决。

“‘红土地绽新颜，好生活似蜜甜，门前

葡萄甜，屋后梨子甜……’就像我们这首村

歌唱的那样，这日子过得巴适！”说起今天的

生活，巴中通江县民胜镇鹦哥嘴村村民闫华

平的口中“甜”字成串。闫华平告诉记者，他

开办的农家乐每年纯收入8万多元。

“鹦哥嘴本是个穷村。”村党支部书记黄

吉祥说。按照农村土地整治、地质灾害避险

搬迁等政策，鹦哥嘴村77户村民在享受一定

补贴的基础上，于 2014 年 3 月集中搬迁安

置。其中，村里最远的李蓉一家从20多公里

外的偏远山村搬迁而来，120 多平方米的房

子仅花费不到3万元。

在相关政策支持下，“十三五”期间，巴

中累计完成 5.4万户 18.9万人易地扶贫搬迁

任务，改造危旧土坯房 17.3万户，群众“住房

难”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解决了住房问题，鹦哥嘴村集思广益，

一改过去种植土豆、玉米为主的传统产业模

式，引入产业化龙头企业，重点发展葡萄产

业。现在全村葡萄种植面积已达3000余亩。

“村民可以通过入股合作社定期分红，

在葡萄园里打工挣钱，流转土地按年收取租

金等方式获得不错的收入。”四川省鹰歌葡

萄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华告诉记者，如

今，鹦哥嘴村已经形成了集葡萄种植、采摘、

深加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协力建设美丽新村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政策激发了当地

百姓的内生动力，吸引了一大批外出打工的

能人回乡参与家乡建设。

巴中市恩阳区下八庙镇万寿村虽然山

清水秀，但不通公路。脱贫攻坚战打响之

后，在社会各方的帮扶下，水电气路等相

继进村入户，多位在外打工的村民回到家

乡。张云生就是其中之一。他联合村里在

外务工的几个老乡筹资 7000 多万元，对全

村进行了整体规划和改造，村里传承百年

的土坯房成为古色古香的“巴山民宿”，这

个“没有煤炭矿山，但有绿水青山”的美

丽小山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桃花源”。2018

年，万寿村获评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万寿村村民人均年收

入去年已突破 3 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

30万元。

近几年，巴中先后以“巴山新居”、幸福

美丽新村建设为抓手，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快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截至 2020 年底，巴中累计建成聚居点

2174 个、扶贫新村 1125 个，成功创建四川省

级“四好村”317个。

加快文旅融合发展

4 月 26 日上午，在通江县沙溪镇王坪

村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铁血丹心

广场上，由共青团通江县委组织的“纪念

‘五四运动’102 周年暨建团 99 周年”活动

正在这里举行。“今天是我加入共青团的第

一天，和同学们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

烈士陵园接受教育，很有意义。”参加活动

的通江县第二中学高 2020 级 2 班的程香告

诉记者。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纪念馆副馆

长李坤蓉说，今年前4个月，烈士陵园已接待

来自全国的数十个团队，共计 3 万余人前来

参观学习。

丰富的红色资源为巴中红色旅游品牌

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巴中坚

持融合发展，持续擦亮“红色”“山水”

“人文”等金字招牌，推动红色旅游、生态

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旅游有机结合，打造

了一系列红色旅游核心景区。通江县通过

打好“红色”和“扶贫”两张牌，立足乡

村振兴，坚持一二三产业融合，整体规划

建设了“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带”“红色

旅游连片扶贫示范带”；恩阳区依托恩阳古

镇丰富的绿色生态资源、古镇文化资源、

特色民俗资源，开发了恩阳“提糖麻饼”

等美食，延伸红色旅游产业链，提升综合

效益。

5月 24日，一艘长 23.8米、宽 5.85米、高 9米、净重 53吨的大型豪华游艇在山东

烟台港卸船入海，创该港吊卸游艇单件重量和单件体积最大纪录。近年来，山东烟台

港不断完善航线布局，集公、铁、水多种运输方式于一体，货源聚集效应明显，吞吐

量跃居全国沿海港口第八位。 唐 克摄（中经视觉）

“弯过了九道湾”的浏阳河在湖南省浏阳市柏

加镇蜿蜒而成最美的“几字湾”。小镇 96%的绿化

率、3万余亩苗木以及 3000多亩仙人湖水面，让这

个“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区核心区”生机勃

勃，绿意盎然。“百里花卉走廊、万顷苗木基地”

的“花木小镇”里，没有一家工业企业，没有哪

一家不种花木。2019 年，柏加镇获评湖南省首批

农业特色产业小镇。

渡头村是柏加镇花木产业发源地，种植花木

已有近百年历史。“大多数家庭在爷爷奶奶那辈就

以种植花木为生，不少大学生毕业后也选择回乡

发展花木产业，他们视野开阔，引领潮流，积极

创新产销模式，推进了花木产业的转型升级。”柏

加镇党委书记唐文华带着记者走进了付俊雄的

“博艺园”，一台吊车正在吊装两棵造型精美的大

罗汉松，准备发往外地。付俊雄说，普通造型的

罗汉松市场价 1 万元左右，但经过他的创意造型

后，价格大幅提高。

付俊雄说，柏加的花木市场在父辈们的经营

下，影响越来越大，加入的人也越来越多。“上一

辈主要是种树和卖树，到了我们手里就应该从粗

线条变成细线条，让产品成为艺术品，给粗犷的

树赋以文化艺术之能。经营苗木只是花木小镇的

初级发展阶段，未来更要以艺术设计凸显特色优

势，让柏加的花木有更高的附加值。”

唐文华说，越来越多的柏加青年人选择学艺

术。目前，全镇花木产业种植面积超过 3万亩，产

品种类达 1200 多个，存量苗木资产超过 300 亿元，

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花木集散地和种苗繁育基地。

“一棵树卖出去它永远只是一棵树的价值，可

如果把一棵树打造成一处景，那它就是一件艺术

品的价值。花木产业转型升级首先就要从粗放、

零散模式向精品、集约化转型升级。”柏加镇党委

宣传组织委员鲁彩虹说，今年镇里通过以商招商

形式，新增总部经济企业 7家，形成了柏加花木产

业集约化发展的引擎。花木产业的发展，同时带

动了当地农民增收。2020 年，花木产业全产业链

产值51.6亿元。

据介绍，美丽经济的发展让“满城花木，一

江碧水”的柏加人习惯了绿色生活方式，“节俭办

酒”“厚养薄葬”等文明乡风得到持续弘扬。

如何让特色产业小镇的特色更“特”？唐文华

认为，相对“花木小镇”而言，除了卖树向卖景

转型，还要多措并举推动苗木向花木、种植向园

艺、绿色向彩色、品

种向品牌转型。

记者了解到，柏

加镇已与湖南省农科

院园艺研究所签约，

成立 1 个省级专家工

作站、2 个省级重点

试验基地，花木产业

的产学研一体化初具

雏形；高标准建设花木交易大市场，打造全国最

完善的花卉苗木交易、配送、信息发布等示范性

苗木综合产业基地；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申报

已进入省级评审。

“近年来，浏阳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创

新发展，以产业发展为核心，以人口集聚为基

础，强化改革创新支撑，在全市培育打造了柏加

花木等 4 个获省里授牌的特色产业小镇。”长沙市

委常委、浏阳市委书记朱东铁说，特色产业小镇

立足形态“小而美”、功能“聚而合”、体制“活

而新”，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浏阳将着眼推动共同富裕，立足乡镇服务农民区

域中心定位，把特色产业小镇摆在现代化建设的

重要位置，让特色产业小镇的产业特色更鲜明、

人文气息更浓厚、生活环境更优美。充分发挥其

平台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产业‘接二连三’、融合

发展，进一步丰富乡村经济业态，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步伐，推动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

近日，在江西省安远县鹤子镇阳佳村富硒蔬菜基地，菜

农正在采摘辣椒。近年来，安远县充分发挥生态资源禀赋和

区位优势，引进了一大批龙头型项目，推动特色农业向产业

化、标准化、品质化、现代化发展，并通过产地直供等方

式，为粤港澳大湾区源源不断地送去绿色富硒生态农产品，

丰富了粤港澳居民“菜篮子”，也带动了菜民致富。

孙金玉摄（中经视觉）

四川巴中以脱贫攻坚统揽老区振兴发展全局——

巴山深处景象新
本报记者 钟华林 刘 畅

“以前，这里全是草丛荆棘，去年合作

社开辟出来种植赤松茸，满林子都是嫩油油

的食用菌！”近日，在贵州省务川县浞水镇

长江社区鹿池林场赤松茸基地里，村民吕时

丽一边忙着采菇一边说。

鹿池林场海拔约 1400 米，森林覆盖率

约 90%，生态资源十分丰富。2020 年，长

江社区在省农科院技术支持下，发挥生态

资源优势，调整产业结构，村级集体经济

整合帮扶资金100万元，引领返乡创业大学

生成立长江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在鹿池

林场林下创建30亩赤松茸种植基地。

长江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总经理何林

宇说，大学毕业后，他在社区的动员下，回乡

创业，带领乡亲们利用林地生态资源，发展

林下种植赤松茸，建成全镇首个林下特色产

业基地。基地采取“村集体经济+社会资

金+基地+农户”模式经营，优先用工建档立

卡贫困户，翻耕、起垄、修整、种植、管护、采

摘等需要大量的人工，有效解决了当地群众

的就业问题，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挣钱。

分水镇天山村“跑山鸡”是务川自治县

利用森林资源发展的又一个林下经济项目。

天山村位于分水镇东南部，境内峰峦

起伏大、山体切割深，山高林密。曾因交

通闭塞、信息不畅，产业单一，生产生活

落后，是市级深度贫困村。

2018 年，务川县引进上海企业，在天

山村投资 1600 万元，流转林地 600 亩，建

设标准鸡舍 100栋和孵化场 1个，采取“上

海龙头企业+本地合作社(公司)+贫困户”

的经营模式发展“跑山鸡”产业，并成功

申请了贵州省活禽进沪许可证。

天山村森林覆盖率高，生态好，空气

清新，水质好，散养于山野的“跑山鸡”，

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深受广大消费者的

喜爱，很快打开了上海销售市场。

“好久没这么高兴过了。”天山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徐贵兴说，没想到自己养的鸡

能销往上海。

鹿池的赤松茸、天山的“跑山鸡”只

是务川县发展林下经济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务川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依托当地森林覆盖率 65%

以上的林地生态资源优势，整合财政涉农

资金、专项扶持资金等扶持林下产业发

展，大力发展林药、林菌、林蔬、林禽等

林下经济，切实化生态优势为经济优势，

走出了一条生态发展产业兴旺的路子。

截至目前，务川县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发

展林下种植业 5 万余亩，养殖业 （养鸡）

200余万只，带动农民增收4亿元以上。

高速路通了“空心村”旺了
本报记者 刘 畅

巴中市平昌县三十二梁镇因姿态各异、

错落有致的三十二道山梁得名。全镇平均

海拔 900 米，独特的地形辅以温润的气候、

丰富的植被，十分适合发展茶产业，龙尾茶

文化产业园是全镇的龙头。

“产业园所在的龙尾社区是原来的龙尾

村，还记得我 2014年返乡创业时，村子里大

都是留守老人和孩子。”秦巴云顶茶业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蔡芳儒告诉记者，为了养

家，全村有劳动力的年轻人几乎都外出务工

了，龙尾村成了“空心村”。

通路为产业发展带来了希望。蔡芳儒

回乡前，毗邻三十二梁镇的巴（中）达（州）高

速公路通车了。随后不久，穿过龙尾社区，

与巴达高速公路相连的公路也通了。“路修

好了，我回来投资办企业心里就有底了。”返

乡后，蔡芳儒陆续投资 3700多万元，流转土

地 3000 余亩，成立了云顶山茶叶种植专业

合作社，带领500多名群众一起种茶。

清香四溢的茶园引来了源源不断的游

客，曾经贫穷的龙尾村人气越来越旺，近六

成村民陆续返乡创业。人们办起了农家乐，

建起了民宿，龙尾茶文化产业园应运而生。

“每年夏天我们都要到龙尾社区找一家

龙家乐住上两个月，平时也喜欢过来采茶，

吃农家饭。”4月 27日上午，记者在茶园碰到

了从平昌县城前来采茶的邱敏一家。她说，

除了采茶，全家人今天还会顺路到板庙镇龙

井村观芍药花、爬千佛山。

邱敏一家选择的游玩线路正好组成了

三十二梁景区。以茶为媒，集生态茶园景

观、巴人古村院落和森林康养产业于一

体，总面积 25.5 平方公里的三十二梁景区

串起了周边乡镇的旅游资源。2020 年，景

区接待游客 51.5 万人，实现旅游年综合收

入1.2亿元。

近年来，巴中市兴建了299万亩特色产业基地。图为平昌县三十二梁镇茶叶基地。

本报记者 钟华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