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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山湖区农业农村局——

聚力产业发展 建设富美乡村
杨宇峰

烈日炎炎，暑气逼人。在观山湖区，有一群人，顶着烈日的暴晒，扛
着逼人的暑气，行走在各村各寨，穿梭于田间地头，他们有不同的身份，

农业专家、公务员、企业家以及工人、农民，他们有共同的目标，持续推
进乡村振兴，努力建成富美乡村。

走进观山湖区金华镇翁井村，最引人注目
的，除了蜿蜒曲折的群山以及绵延的草莓种植
大棚，还有在微风中摇曳生姿的荷花，在青山
中潜藏的靓丽村居，这些都是翁井村在接续脱
贫攻坚，奋进乡村振兴工作创造的丰硕成果。

“我们村原本是以煤矿产业作为经济支
撑，但自从 2002 年煤矿停产后，遗留下大片
矿山废弃地，周边村寨和金华集镇上的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等到处都是，使那里彻底变成了
垃圾污染地。”镇翁井村驻村第一书记黄金林
回忆道，后来，村里将废弃地作为产业发展用
地，组织村民通过土地或资金入股的方式，协
力发展产业，最终不仅成功治理好了这块垃圾
废弃地，还真正变废为宝，给村民与村集体带
来了一定收入。

而今的翁井村，通过流转土地和村民自发
加入等方式，发展了 40 多亩草莓种植基地、
80多亩莲藕种植基地、200多亩青脆李种植基
地，在草莓基地里发展体验采摘、莲藕基地里
发展观光旅游、青脆李基地里发展徒步运动，
在该村党支部的领导下，翁井村不仅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产业发展也势头强劲，乡村振兴未
来可期。

“曾经遗留的矿山废弃地给村里的环境治
理带来了很大困扰，但在大力推动乡村振兴的
今天，它却变成了我们的一块‘宝地’。”黄金林感慨地说，乡
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发展，但仅做一产，成效有限，规模化、
工业化生产才是更好的选择。结合上级党委、政府提出的不占
用农业用地要求，计划在这块地上建设工厂，发展二产，曾经
的废地变成了村里产业发展的宝地。

“目前，村里共有40多亩草莓种植基地、80多亩莲藕种植
基地、200 多亩青脆李种植基地，全村产业发展初见规模。”
翁井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德勇说，接下来，将借助工
业化、规模化发展优势，进一步扩大产业种植面积，提升全村
产业发展质效。

“当下，莲藕基地里荷花盛开，正是拍照打卡的最佳去
处，在 7 月 24 日举办的‘永远跟党走 展乡村振兴风采’金
华镇徒步行活动更是吸引了数百人前来健身、游玩。”黄金林
说，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振兴，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村民
变富了、村容村貌变美了、村风民俗变文明了，接下来，将深
入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不断创造富美乡村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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潺的麦城河，再沿着引水渠前进，笔者见
到了观山湖区百花湖镇下麦城村党支部书
记金德刚，他正带着下麦城村村委成员考
察林下种植基地的选点。

“在区、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村里
规划了近 100 亩林下种植基地，希望通过
种植天麻、灵芝、羊肚菌等中药材，丰富
村里的产业种类，拓宽村民的致富渠道。”
金德刚说，目前，村里有近 70亩精品水果
紫王葡萄，还有玉米、水稻等传统农作
物。紫王葡萄一年的纯收益很高，每亩可
达 2 万余元，但规模小且种类很单一，所
以村里计划在不占用耕地的情况下，试点

发展林下产业，扩大一产种植规模，丰富
种植品种，拓宽增收渠道。

“林下种植，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试点种
植，用实际成效带动村民参与进来。”下麦
城村村委委员班丛会说，乡村振兴、产业
发展以及之前的脱贫攻坚，都是村委委员
带领村民苦干实干干出来的，而发动村民
的最好办法就是产业实效。

除了林下种植，借助当地优质的自然
资源和气候条件，下麦城村还积极参与到
镇政府推动的优质水稻“泉水米”的种
植中。

“我们这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值
得一提的便是水，借助于百花湖以及麦成

河，镇里的水资源丰富且水质上乘。”百花
湖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余佳说，为充
分发挥优质水源优势，积极对接贵州大
学、贵州省农科院的专家、学者，请他们
选择适合本地的优质水稻品种；同时，招
商引资引进专业企业，带动全镇多个村寨
发展优质水稻种植。

“通过发展产业带动群众致富，这是一
个非常好的路子，但是大家单打独斗是肯
定不行的。”余佳说，乡村振兴的根本是产
业振兴，但仅靠农户自身，很难发展好产
业。所以在每个村成立合作社，同时由
区、镇党委、政府出面引进企业，通过合
作社采取土地流转、统一管理等方式统筹

全村产业发展。
截至目前，全镇已完成茶叶种植 9700

亩，水果种植3636亩、投产540亩，蔬菜播种
0.83 万亩次，中药材种植达 1500 亩，林下
经济种植完成98600余窖、约 1500亩。

下一步，全镇将继续推进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工作，今年力争完成万亩茶园种植
工作、茶叶产量达到 250 余吨，完成 2500
余亩中药材种植和 2000 余亩林下经济种
植。同时，确保全镇蔬菜种植面积达 1.6万
亩次，水果产量达 1000吨。

观山湖区百花湖镇长罗瑞表示，将
立 足 全 镇 扎 实 的 一 产 基 础 ， 在 上 级 党
委 、 政 府 以 及 相 关 专 业 部 门 的 指 导 下 ，
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引进
专业企业，规模化、工厂化生产做强二
产，推动农旅融合、农文旅融合做精三
产，全面提升产业发展质效，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

百花湖镇

做强一产 完善二三产

今年以来，贵阳市观山湖区乡村振兴
指挥部认真按照中央、省、市、区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把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新旗
帜和总抓手，以“强省会”五年行动为契
机，奋力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加快实现
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

该区紧紧围绕水果、蔬菜、茶叶、中
药材、林下经济 5 个特色优势产业，逐步
扩大产业规模，形成“5个 1万亩”特色主
导产业；同时，以示范带动为引领，着力
打造水果、蔬菜、茶叶、中药材、林下经
济、优质水稻“6个精品示范园”，推动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

截至目前，“5 个 1 万亩”已初步建成
水果、蔬菜、茶叶 3 个 1万亩产业及保鲜、
冷藏、配送、分拣等配套设施建设，并落

实茶产业园 200 亩烘干配套设施用地备案
工作，待贵州茶知广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完成规划设计后启动建设；万亩中药材建
设项目由于“农地非农化、耕地非粮化”
及粮食生产安全等因素限制，目前仅完成
2000亩种植规模，后续将新增 3000亩；万
亩林下经济建设项目现已按本年度计划完
成种植2000亩。

“6个精品示范园”建设现已引入贵州
大界有限公司与金华镇平台公司合作，拟
投入 5000 万元建设金华镇精品水果示范
园；拟引入广东天翼集团有限公司在朱昌
镇按照设施农业、科技农业、数字农业的
产业发展模式，全力打造长冲村 100 亩现
代化精品蔬菜示范基地，该项目现已完成
前期设计工作，并落实扶贫资金 456 万元
参与项目建设；茶叶、林下经济、中药

材、泉水米 4 个精品示范园现已邀请专家
根据基地标准化、管理规范化、设施完善
化的要求编制项目设计方案并积极对外引
入企业参与。

2021年，全区将突出示范引领，高质量
集中打造百花湖镇（谷腊村、上麦城村、下麦
城村）、朱昌镇长冲村、金华镇翁井村 3个乡
村振兴示范点。3 个乡村振兴示范点拟实
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37 个，项目涉及基础
设施类、环境提升类、文化建设类、三产产业
类 4 大类项目，项目总投资 2.08 亿元；引入
广大城、北京立根、贵州大界等 10余家企业
参与帮村帮建，撬动社会资金 20余亿元，目
前，项目正有序推进。

同时，以农训基地为切入点，推动乡
村“农旅文化”融合发展。采取村企合作
的利益联结模式，在 3 个乡村振兴示范点

打造 1至 3个日训量均不低于 500人次、年
训量不低于8000人次的农训基地。

截至目前，百花湖镇农训基地已完成
生活区、住宿区相应配套设施建设，正有
序完善户外教学区域建设；朱昌镇农训基
地已完成农训基地户外教学板块及相应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正在打造基地宿舍区及
生活区；金华镇农训基地拟引入贵州贵人
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参与合作建设，目前
正在编制项目规划设计。

下一步，该区将进一步调整优化工作职
责，健全完善工作机构，建立工作台账，逐条
逐项抓好落实。积极探索、制定相关政策、
体制，为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提供有力保
障。建立健全常态工作调度机制，定期调
度解决乡村振兴建设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
问题和困难，确保工作有序推进。

“感谢政府的帮助，我们得到了很多实
实在在的便利，现在各方面都变得好了很
多。”长冲村牟老组村民杨丰利说，现在家里
种了近 4亩蔬菜，每年能有近 4万元收入，比
之前到处打零工、收入不稳定，要好太多了。

走进观山湖区朱昌镇长冲村，三伏天的
烈日之下，田野间散发着阵阵热气，暴晒之下
仍然挺拔的菜苗、藏身在树叶间的嫣红果实
以及被风吹得猎猎作响的旗帜，一幅产业兴、
发展好的美丽乡村画卷次第展开。

“感谢政府的大力支持，带领我们发展
产业，家家户户都脱了贫，走上了致富

路。”贵阳朱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张敏说，
公司主要种植黄金蜜桃、黄金奈李等精品
水果，近年来，这两种水果都抢占了很大
的市场空间。

2017年，在观山湖区农业农村局和朱昌
镇政府的支持下，长冲村党委班子流转土
地，成立合作社，开始规模化种植果蔬。同
时，他们还积极发挥合作社的带动作用，发
动群众自己种植。截至目前，全村共发展蔬
菜近 1000亩、精品水果近2000亩。

“经过 4 年时间，村里产业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通过发展产业，群众实现了家

门口就业，有事做、能挣钱、能致富。”长
冲村支部书记陈明贵告诉笔者，村里的精
品果蔬发展起来后，首先是村里的群众都
脱贫致富奔小康了；其次是大家都开始为
村里的发展出谋划策，从最初的无所谓到
现在的积极作为，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
转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通过精
品果蔬，长冲村开始在镇里、区里有了名
气，很多人知道并且愿意来这里，体验果
蔬采摘、农耕活动、特色民俗和品尝特色
美食等，这为接下来的农旅融合发展打下
了坚实基础。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振兴！通过
发展果蔬种植等产业，我们带动群众就近
就业、成功脱贫并逐步致富，但这还远远不
够。”长冲村村主任袁华国说，果蔬种植需
要的人力投入大，但产生的效益并不高，所
以在接续脱贫攻坚的乡村振兴工作中，我
们将果蔬种植转型为集果蔬销售、种植体
验、采摘体验等为一体的农旅融合发展。

“我们以精品水果采摘体验、特色民俗
文化体验等亮点吸引游客。”陈明贵说，目
前，村里已经有特色民宿 12家、特色餐饮
店 1家、800 平方米活动广场 1个，游客可
以来这里避暑、体验乡风民情。之后，将
结合实际，通过精品水果种植、采摘、观
光示范园，现代化有机蔬菜种植精品示范
园等基础产业，带领全村群众积极探索农
旅融合发展之路，推进产业转型，激发乡
村振兴新动能。

朱昌镇长冲村

农旅融合 振兴乡村

乡村振兴的根本是产业振兴，没有好的产业发展，所谓乡
村振兴不过是空谈，走进观山湖区朱昌镇、金华镇、百花湖
镇，各有不足、问题甚至缺陷，但凡事有弊便有利，它们也各
具自身的特色。

长冲村利用区位优势，发展农业与旅游业，避开工业发
展短板，乡村振兴初见成效；翁井村发挥自己的地域优势，
将曾经废弃的矿场转变为带动村民致富的工厂，深耕一产、
延伸二产、争取三产，乡村振兴未来可期；百花湖镇群村争
艳，下麦城村种植精品水果、党员先锋带头致富，温水村发
展 4400 亩茶叶、龙头企业带头致富，上麦城村 1200 亩白芨、
龙头企业带头致富……一村一产、一村一特，乡村振兴指日
可待。

脱贫攻坚攻克难点，乡村振兴助长优势，在党和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曾经穷困的农民摆脱了贫困，而今的他们，已在英
明的政策引导下、在务实的基层工作者带动下，走在了奔向富
裕的康庄大道上。

“看见各村的村容村貌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大家的生活越
来越好，我的内心除了感动，更有欣慰与自豪。新时代里，民
富国强的壮阔画卷中，有我的一点贡献。”观山湖区百花湖镇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余佳感慨地说。

深耕乡村优势 推动乡村振兴

观山湖区百花湖镇万亩茶叶种植基地一角。

朱昌镇长冲村贵阳朱昌实业有限公司赵官果蔬基地硕果累累。

金华镇翁井村草莓专业合作社基地里，工作人员
与村民探讨基地供水事宜。

■ 手记

金华镇翁井村莲藕基地荷花盛开。

百花湖镇下麦城村紫王葡萄种植基地。百花湖镇温水村茶叶种植基地，黔茶一号长势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