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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市湘东区排上镇地处湘赣交界
处，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农业
基础深厚，其中，制种产业是其主要产
业，被誉为“全国杂交水稻制种之乡”。

2019年8月入选全国农业产业强镇
示范建设名单以来，排上镇以此为机遇，
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核心，聚焦
水稻制种主导全产业链培育，以最高标
准、最大效率、最优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和
产业升级，逐渐形成主业强、百业兴、宜
居宜业的发展新格局，一粒种子撬动乡
村振兴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不断提质升级，形成制种产业新高
地。该镇以天涯种业、海南（江西）广陵
高科等农业企业为主体，以发展壮大制
种产业为重点，不断加大对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的培育力度。在原本产业基础
上，总投资 2985 万元，做大做强本土和
海南两大制种基地，启动标准化水稻制
种基地、杂交水稻技术研究中心以及制
种人才培训中心等工程建设，在完善基

础设施、添置配套设备、加大技术研发等
方面提质升级。同时，抓紧完善一批符
合实际的水稻产业扶持政策，主动对接
上级部门，推动政策落地见效。目前，该
镇已建成近万亩标准化水稻种植和繁育
基地，天涯种业跻身综合实力全国第七、
全省第一种子企业，被农业农村部评为
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海南南繁制
种每年的生产面积稳定在15万亩左右，
占整个海南南繁制种面积的 95%以上，
从业人员达6000余人，年产量达2600万
公斤，占全国杂交水稻供种量的 11.7%，
年销售额达6亿元。排上镇还被江西省
人民政府授予“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称
号，并成功入选“全国农业产业强镇”项
目建设名单。

加快产业融合，打造经济发展新引
擎。该镇以制种基地为基础，全产业链
发展为主线，通过集聚资源要素、多种业
态融合、多方利益联结，着力推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产业发展

层次和市场竞争能力。以天涯种业为主
体，盘活现有闲置厂房资源，总投资
1200 万元，建设年加工 3 万吨优质稻米
生产线。同时投资 200 万元，建立智慧
农业数据平台和电商综合运营中心，通
过农业推介会、媒体推广等方式加大宣
传力度，打造区域优质稻米及米制品品
牌，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
值，项目投产年利税达 1260 万元。此
外，通过培育壮大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
和新业态龙头企业，发挥特色优势，不断
延伸扩大产业链，其中依托排上优质绿
色资源，投资7300余万元打造了仙居山
庄四季生态采摘园、省 5A 级园林餐厅

“蒸栈泉小院”等生态旅游点。经过几年
发展，该镇已形成集研发、种植、加工、仓
储、物流、示范、服务等于一体的农业全
产业链条。

创新体制机制，勾勒产业强镇新蓝
图。该镇以政府为主导，通过“龙头企
业+公司（合作社）+制种大户”的方式延

伸产业链，积极引导转变发展方式，不断
优化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经营结构，建
立健全龙头企业与种植经营主体需求对
接机制，创新完善产业发展与农民的利
益联结。结合精准扶贫，由龙头企业、示
范合作社引领，成立贫困户合作社，开展
管理协作、技术协作、销售协作，实现产
业发展和精准脱贫的“双赢”。不断推动
制种科技化，构建新型农业制种体系，加
快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先后设立了 1
个院士工作站、1 个博士后工作站、2 个
省级协同创新体、1 个省级优势科技创
新团队、1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
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300 余人。此
外，整合镇内红色文化、绿色业态、特色
产业，总投资近亿元建设了集红色体验
学习、科普教育、农业观光、休闲度假于
一体的红色文化·乡村旅游综合体，使全
镇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人居环境、农民经
济性收入得到显著提升，乡村振兴发展
驶入快车道。

一粒种子“撬动”乡村振兴
——湘东区排上镇建设农业产业强镇纪实

叶田力

本报乐平讯 （记者尹晓军）米形椭圆饱满，
外观晶莹亮泽，手感似珠滑润，煮熟后饭粒油光
发亮，口感香甜柔糯。在日前举行的乐平市“中
国好粮油”项目产品推介会上，香喷喷的乐平富
硒大米让与会者赞不绝口。此次推介会共签约
优质稻种植订单 8万亩，销售大米 5180吨、稻谷
1.2万吨，总金额达4.23亿元。

稻米自古就是乐平农业的名片，境内 88.83
万亩稻田连续 16 年丰收，是景德镇市属规模最
大的保供县级市，粮食储备仓容量达11万吨，常
年承担着原粮国家临时储备、省级储备、市级储
备和成品粮储备任务。

2018 年，乐平市成为“中国好粮油”项目江
西省10个省级计划示范县之一。该市联合武汉
大学和江西省农科院等各大科研机构，从水土品
质检测，优质粮种筛选，到秧苗培育、灭虫田间管
理，脱粒加工等环节，对粮食种植、加工、销售全
过程进行科技指导，把好从谷到米的各个环节，
以达到生产好粮、打造好品牌，进而实现好价格、
好效益的目标。

据了解，乐平市通过赣溪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江西乐农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乐平黎光米业
有限公司、景德镇嘉龙米业有限公司等4家入选

“中国好粮油”项目示范企业的带动作用，采取
“企业+种植基地+农户”“农户+农业合作社+对

接加工企业或收储企业”的方式，与农民形成利
益共同体，建立激励机制，在全市大力开展订单
农业，2020年订单农业达到15万亩。

乐平市双田镇横路村每公斤高达 2.76 毫克
硒含量的土壤，为乐平在“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
中打造自己的特色产品提供了基础。依托横路
村的富硒土地，江西赣溪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打造了 1100 亩的优质稻种植基地，集千亩有机
水稻种植、稻米生产加工及水稻全产业链农业观
光于一体。融合先进的水稻种植、加工技术和产
业开发理念，每年仅此一项能为村民增加纯利
20多万元。

景德镇嘉龙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罗英香介
绍，该公司与 10 多个村及多家种粮大户建立优
质稻产销合作关系，形成近4万亩的水稻种植基
地，做强优质稻产业化经营，与近万户农民紧密
相连，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乐平还大力支持示范企业加强品牌建设，
“赣溪富硒大米”“黎光香米”“嘉龙霸大米”等系
列品牌已有了较高的市场知名度。通过规范产
品包装，利用优质稻种植加工追溯体系，产品实
现全程可追溯。

两年多来，通过实施“中国好粮油”项目行动
计划，乐平农业逐步实现了产业兴旺、农民增收、
企业增效的目标。

借力“中国好粮油”项目做强粮食产业

乐平15万亩订单农业带动农民增收

本报安福讯 （记者杨建智 通讯
员刘志宏）“十三五”以来，安福县系
统谋划、多方联动、扎实推进，全县共
统筹整合资金3.8亿元，建设高标准农
田 12.8 万亩，在全省年度高标准农田
绩效考评中连续多年荣获一等奖。

近五年间，安福县高效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按照“质量为先，防控结
合”的原则，建立监理人员、乡镇工程
管理人员、村级质量监督员、技术指
导人员、县高标办督查人员组成的

“五位一体”工程监管网络，严格把控
工程质量。创新制订了质量管理“红
黄牌”检查处罚制度，对不符合质量
要求的实行亮红黄牌处罚，倒逼施工
单位和监理单位严格把控工程质量。

同时，该县建管并重，率先探索
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办法，明确县、
乡、村、组四级网格长管护责任，落实
管护人员。按每年每亩20元的标准，
专门用于建后管理维护，按每1000亩
农田安排 1 名管护人员的标准，在全
县安排 116 名管护人员，做到全面管
护无盲区。

安福建设高标准农田

2020年12月17日，万安县高陂镇泗源村富晶果业种植基地，果农在给脐橙除草施肥。当
地以采摘游、农民画、游戏村等为主题，以文化和体验为驱动，以产业为助力，推动乡村的文旅、
农旅融合发展，带动村民走上致富路。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农旅融合发展

日前，高安市黄沙镇湖田村村民在户外晾晒挂面。入冬
以来，黄沙镇湖田村的村民利用农闲时间，集中制作挂面，供
应各地市场。 特约通讯员 周 亮摄

本报南昌讯 （记者钟珊珊）1 月 5 日，南昌市旅
游产业发展大会召开，11 个文旅项目现场签约，投
资总额达 361 亿元。这些项目投资规模大、辐射能
力强、产业层次高，将进一步推动南昌文旅产业高质
量发展。

据悉，此次签约项目涉及文旅小镇、数字创意产
业、城市休闲综合体、酒店等多个领域，涵盖红色旅
游、工业旅游、生态旅游、康养度假旅游等多个业态，
将进一步满足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文旅需求。

其中，乐湾里项目将通过影视、音乐、游戏、直
播、非遗等领域 IP 互联，将南昌八一精神和英雄文
化植入项目主体，展现城市的“英雄”主题；绳金塔历
史文化街区项目将通过展示江西特色的市井文化、
非遗文化，致力打造城市文化“会客厅”；南新茅莲湖
生态旅游项目将采取“旅游+生态”模式，打造绿色
环保的乡村生态游场景；梅湖湾文旅公园项目将依
托城市园林景观，建设集生态公园、文艺场馆、餐饮
酒店、商业街区于一体的都市生态休闲度假目的
地。在旅游配套方面，中骏世界城、大都汇、希亚酒
店等项目将侧重于补短板、强特色，重点打造城市文
商旅综合体和精品酒店，实现同一空间吃、住、行、
游、购、娱多元产品供给。

会上，南昌与武汉、长沙、合肥、济南、昆明、莆
田、九江、上饶、宜春、抚州等10个城市签署《区域旅
游促销合作协议》，各方将在旅游宣传联动、项目策
划、产品推广、人才交流、客源互送、旅游专列开行等
多个方面展开合作。

361亿元

南昌揽下文旅大单

本报九江讯 （周亚婧 通讯员王伟林）近日，九
江市浔阳区集中签约 8 个产业项目，总投资 68 亿
元。据悉，8个产业项目投资均超亿元，其中投资35
亿元的项目1个，投资20亿元的项目1个。

2020 年以来，浔阳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
服务质量，引进了一批大项目、好项目。2020 年新
增固定资产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项目25个，其中投
资亿元以上项目14个，投资5亿元以上的项目2个，
共引进区外资金100.79亿元，同比增幅达8%。本次
集中签约的项目既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又有传
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业态融合项目，将进一步增强该
区发展活力。

68亿元

浔阳区签约8个产业项目

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增
强带领贫困户致富能力，九江市柴桑区
马回岭镇经过调研、实地考察，引进江西
五桦科技有限公司在蛟田村打造马家柚
扶贫示范基地，探索实施可持续发展的
扶贫产业，巩固脱贫成效。

该项目总投资 3 亿元，计划流转土
地 4000 亩，依托马家柚种植，分三年将
基地打造成为一个集农业、深加工、旅
游、休闲、康养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示
范园和国家3A级旅游景区。

目前，通过“村集体+公司+贫困户”
的模式，基地完成了2000余亩马家柚种
植。在吸纳 10 余户贫困劳动力就业的
同时，公司根据蛟田村39户贫困户家庭
实际情况，无偿提供 3 至 5 棵马家柚树

苗，由贫困户自己在基地栽种、锄草、浇
水、施肥等，公司负责技术指导及产品回
收，所得收益的90%归贫困户。

据了解，仅马家柚扶贫产业基地，
全年就能带动附近贫困户及群众务工
增收 20 万元以上，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10 万元，实现了企业、村集体和贫困户
三赢。

为高质量助力脱贫攻坚工作，近年
来，马回岭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在鼓励
群众自主发展的基础上，引导大户、合作
社筹资发展特色产业，并采取“一领办三
参与”“村集体+合作社+贫困户”“大户+
贫困户”等模式，吸纳群众入股分红、务
工就业。目前，全镇流转土地1.12万亩，
直接带动贫困户年增收50万元左右。

千亩马家柚 铺就致富路
——柴桑区马回岭镇以产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掠影

熊 晶 本报记者 练 炼
本报信丰讯 （记者唐燕 通讯员罗旭

华、刘滨）近日，记者来到位于信丰县塘头湾
美食街项目建设工地，施工人员正加快各项
收尾工作。塘头湾美食街项目的推进实施，
是信丰扎实打好现代服务业攻坚战，加快现
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取得良好成效的缩
影。2020 年以来，该县现代服务业攻坚战
列入县级调度项目 42 个，总投资 188.5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56.2亿元，项目个数、总投
资、年度计划投资分别是上年的 2.2 倍、4.4
倍、2.9倍。

近年来，信丰充分发挥世界橙乡、红色
文化、绿色生态、客家特色等优势，大力推进
旅游招商，文旅产业蓬勃发展，谷山景区成
功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正平球狮畲族
村成功创评省3A级乡村旅游点。该县还积
极融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规划，重
点推进百石“长征第一仗”核心展示园、赣南
游击词纪念园、阮啸仙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

红色旅游项目。
同时，该县力促商贸流通以及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格兰云天五星级酒店中心主体
竣工，润达国际环球港暨江西跨境电商综合
体及外商服务中心项目开工建设，赣南首个
中国消费扶贫生活馆信丰馆开馆，并利用康
丰商城 APP、直播带货等线上销售方式，带
动农特产品销售2500多万元。在生产性服
务业方面，该县 58科创园已引进 20多家新
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相关企业。

信丰积极探索“康养+医养+旅游”发
展模式，加快文化康养、医养融合医院等项
目建设，提升健康养老服务水平。投资近2
亿元建设 8 个农村标准化敬老院，已建成
92 个村级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谷山
康养项目和万源普达健康产业园开工在
建。同时，中医院城南分院、县人民医院综
合大楼、妇幼治疗保健康复中心等项目也
在加快推进。

信丰扎实打好现代服务业攻坚战

本报抚州讯（通讯员杨皓）为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工作，近
年来，抚州市创新开展林长制标准化建设、护林员优化整合、
护林员“五统一”管理、“两清单一平台”履职管理等改革工作，
着力实现从“林长制”到“林长治”的目标。

全面实施林长制以来，抚州市以改革为抓手，特别是通过
构建林长制组织体系、责任体系、标准化体系、监管体系、督察
体系、考核体系“六大体系”，森林资源监管力度得到大幅度提
升，实现了“山青、林美、业兴、民富”的目标。

抚州打造林长制升级版

本报峡江讯（通讯员陈福平、何群）近年来，峡江县依托
生物医药大健康首位产业，把中药材种植作为产业扶贫的主
导产业，通过种植、加工、服务三产联动，有效助力群众致富。
目前，该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6万余亩，吸纳1600余户脱贫户
参与中药材产业发展。

为壮大产业规模，峡江成立中药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制
定中药材种植发展规划，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
重点发展枳壳、黄栀子、金银花、黄精等道地中药材，同时设立
中药材种植发展基金，对种植中药材的农户进行奖补。为提
升种植水平，该县大力引进中药材种植及深加工企业，推广规
模化经营和GAP种植、标准化生产，不断提高中药材质量。

峡江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

1 月 5 日 ，
黎川县荷源乡
陈家村福康农
林开发有限公
司雷竹基地，贫
困户在采收雷
笋。近年来，黎
川县依托良好
的生态环境，通
过“ 公 司 + 基
地+贫困户”模
式，因地制宜发
展 胭 脂 柚 、雷
竹、蓝莓等特色
产业，帮助贫困
群众脱贫增收。

特约通讯员
王武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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