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 村 时 评

建议党委、政府牵头建立政务和产
业数据平台，打通相关政府部门数据，
搭建政务数据平台。选准地方特色主
导产业，加快推进特色种植业、养殖业
等产业的数据化，在不具备发展大规模
机械化农业要素的条件下，把生态特色
农业、原产地农业作为农业产业发展的

主攻方向，引入大数据应用市场主体，
挖掘数据交易和数据应用市场，比如，
贵州省构建了以云上贵州、贵州数据
宝、贵阳块数据和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等
为代表的数据平台，吸引全国数千家大
数据相关企业，形成了较完整的数据核
心业态，这一做法值得借鉴。

发展乡村产业，省政协委员有话说

建议大力发展共同配送，整合邮
政、供销、商贸、快递、交通等物流资
源，在日用消费品、农资下乡基础上搭
载电商快递，逐步推动商流物流统仓
共配，提升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试点论证安远县鹤子镇“智通快运”模
式的可行性。

加大对圩镇的投入和建设。加强

圩镇路网、电网改造，推进绿化亮化工
程，规范店面摊铺；立足实际在圩镇规
划建设物流周转中心、仓储中心、冷链
中心、电商中心等配套设施。借鉴会
昌县西江镇扶贫车间做法，主动承接
粤港澳大湾区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
引导到具备条件的圩镇落户发展，做
大做强圩镇，推动农村人口就近就业。

胡坚勇：构建数字乡村大数据平台

许华：铺平农村电商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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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挺起农民富裕富足的脊梁挺起农民富裕富足的脊梁
柯凌云

南昌县蒋巷镇党委
书记刘林：建议以乡情
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
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
设，引导乡贤积极参与
乡村社会公共事务治
理，有效整合政府、社
会、群众各方力量，形成
共建共享“美丽南昌、幸
福家园”强大合力，助推
乡村振兴。

南昌市新建区西山
镇党委书记夏天明：乡
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
章，眼下需要对农村集
体经济、产业发展、乡
村治理等方面进行摸
底，充分了解当前乡村
发展的突出问题，制定
符合当地实际需要的
政策，让老百姓实实在
在受益。

上饶市信州区沙溪
镇党委书记刘理国：沙
溪镇将用好高铁近郊的
区位优势，千年古镇的
文化优势，园区聚集的
产业优势，国家级经济
发达镇改革的政策优
势，践行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沙溪镇经济高质量
发展。建议上级细化地
方乡镇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持续加大政策、资
金、项目帮扶力度，让基
层乡村振兴更加有目标
和抓手。

瑞昌市肇陈镇党委
书记刘春晖：脱贫攻坚
的胜利号角已吹响，乡
村振兴的“火车”正鸣
笛，建议加大农业产业
投入，培养农业专业人
才，发展高质高效现代
农业。

新余市渝水区水北
镇党委书记谢淘：产业
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
水北镇将以“产业兴镇”
为主线，主动适应经济新
常态，以创新为动力，以
生态为根本，整治乡村环
境，助力乡村振兴。

高安市华林山镇党
委书记金平：“金山银山
华林山”，华林山镇是垦
殖场、景区、移民区，建

议加大对垦区、移民区
以及小型景区的支持力
度，在政策、资金方面给
予一定的倾斜。

弋阳县旭光乡党委
书记邵金梅：文学滋养
心灵，旅游激发灵感，旭
光乡江廖肖国际文学村
发展是实现旭光乡乡村
振兴的重要载体，建议
加大对乡村旅游、民宿
发展的支持力度。

吉水县盘谷镇党委
书记吴卓：希望“舌尖上
的安全”能真正落到实
处。随着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和生活品质的提
升，食品质量和食品安
全问题，越来越受广大
人民群众的关注，希望
规范标准、强化监管、落
实责任。

湖口县武山镇党委
书记李波：武山镇素有

“赣北粮仓”之美誉，产
业振兴具有良好的发展
基础，建议出台更多鼓
励支持乡镇推进产业振
兴的“硬货”“干货”，加
大对特色农业和现代农
业的扶持力度、对江西
道地药材的种源保护和
产业扶持力度。

广昌县驿前镇党委
书记李军：当前，城市建
设日新月异，乡村面貌
万象更新，集镇建设却
稍显薄弱。建议加大集
镇建设力度，实行功能
服务与本地特色相结合
定位；高标准、高规格、
前瞻性规划；实施政府
投入与社会助力相融合
的建设模式，切实打造
出一批“乡愁浓、功能
全、产业兴、环境美”的
新型集镇。

遂川县黄坑乡党委
书记周卫华：希望两会能
够更多地关注农村产业
发展，出台更多政策，从
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
乡村发展产业，走出一
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
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
基础。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重

要前提。振兴乡村产业则是实现乡村振

兴最直接、最有效的抓手和途径。作为农

业大省，江西各乡镇如何从传统的粮猪型

二元结构迈向现代农业，如何通过农产品

加工提升种养效益，如何借助农旅融合实

现弯道超车？走马我省各地乡镇，我们欣

喜地看到，乡镇经济千帆竞发，你追我赶

态势中不乏令人称道的探索与实践。

以农为本，科技创新拓展
农业新天地

农业是乡镇发展的依托，乡镇是农业

发展的推手。

江西目前有 1565 个乡镇，这些乡镇

是农业发展的本源，各具特色，像南丰县

多个乡镇连片种植了 30 万亩蜜橘，已经

形成农业产业化；丰城 11 个乡镇种植富

硒大米，普通大米每斤不过 3 至 5 元，而

富硒大米每斤高达 30 元，且供不应求；

赣南脐橙在信丰、安远、寻乌几乎乡乡

镇镇都有种植，不仅叫响全国，还走向

世界……江西的乡村农产品正在创造着

一个个传奇，给百姓餐桌上奉送一道道

美味佳肴。

今天的农业已不是“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代名词，智慧农业让农民摆脱“靠

天吃饭”的无奈，让有限的土地创造无

限的可能。走进南昌县蒋巷镇智慧大田

农业科技育种中心，工人们正利用精细

化设备精心挑选早稻种子，为春耕育秧

做准备。现在筛选种子全程实现智能化

控制，通过传感器设备联动作用，运用

大田种植管理系统和农业病虫诊断系统

准确掌握大田作物生长过程中的相关数

据信息，对苗情、病虫情、灾情以及作物

的长势长相进行动态检测和趋势分析，

坐在办公室就可以掌握精细生产和田间

管理情况，可以针对性安排施肥和植保

工作。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绿

色健康食品的需求不断走高，生态农业、

绿色有机农产品便成为优质高效农业的

代名词。在南昌有直营店的“鄱湖晨晖

生鲜”蔬菜的种植基地在都昌县春桥乡，

该基地统一使用有机肥，借助病虫害防

治新技术、抗病品种研究等创新，让不少

消费者找回了儿时的味道。另外，每包

蔬菜上有可追溯二维码，消费者拿起手

机扫一扫便可看到蔬菜从播种到生长、

运输、销售的全过程，真正做到买得放

心、吃得安心。

在通往现代农业的进程中，如何让分

散在各家各户的责任田通过土地流转向能

人集中，以规模化带动机械化，以集约化提

升专业化，我省大多数乡镇都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瑞昌市南阳乡通过土地流转改变

了原来大片土地荒芜的状况，种植两季水

稻、莲子、山药，通过各种专业合作社把分

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因为连片上规模，生产

成本大幅下降；因为种植技术更规范，农产

品品质大幅提升；因为统一营销，创品牌有

了保障，农民务农收入一路攀升。

接二连三，农业新业态不
断涌现

依托本地优势农产品，大力发展农产

品加工，不仅延伸了产业链，也是乡镇走

工业化道路的重要突破口。吉水县八都

镇的发展史就是最有力的诠释。

八都镇的特色农产品大米和红毛鸭，

因为加工业的发达助推种养上规模，而有

了规模，两条产业链愈加稳固。八都板鸭

有限公司投资2000万元打造孵化基地，建

有46家鸭苗孵化厂；公司每年安排20余万

元专项资金，通过订单、赊销、成品鸭回收

等方式，带动农户养殖红毛鸭，从而带动

1300 多户农户致富。而由 21 家粮油加工

企业组成的八都粮油集团公司，大米日加

工能力达2280吨，有如此强大的加工做后

盾，八都镇才能在全省星罗棋布的产粮乡

镇中脱颖而出，成为江南首屈一指的粮食

集散地。

有了粮食、板鸭等大宗产品的规模化

生产，带动了物流、驾校、电商、快递业、金

融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的蓬勃兴起。

以农业为本，与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给农业农村的未来展开一幅美好的画卷。

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是长江第三大

岛，岛内 10 万亩连片农田、枯水期近万平

方米的沙滩甚是壮观，该镇投入1300余万

元，打造了一条属于江洲人民的汽渡船，

大力发展农业+旅游，春季油菜花开时节，

成为我省知名的网红打卡地，而秋季开发

沙滩旅游，人们在沙滩上体验极速无人

机、汽艇、沙滩排球等多个项目，在岛上参

观农具展馆、农史馆等，追寻稻作文化的

由来。“农业+旅游”，让江洲镇农民当地务

工创收的渠道越来越宽。

靖安县中源乡原来是地处偏僻、无人

问津的小乡镇，但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

的南昌人前往避暑消夏，这里的乡村旅游

实现了从无到有，如今在全省已小有名

气。该乡因势利导，引进“人之初”集团投

资4000万元建设“靖安西岭高山梯田生态

有机大米”种植基地。该乡群山环抱，空

气清新，气候宜人，乡党委、政府出台政策

鼓励发展旅游业，引进成都恩威集团投资

12亿元建中源高山滑雪项目，带动全乡农

户投身农家乐经营，目前全乡民宿接待床

位过万张，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以上。

大力发展特色乡村产业，全省各乡镇

正奋发图强，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物质

保障。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一
年。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全省两会，将承载乡镇
基层工作者更多的期望。让我们一起听听来自他
们的心声——

我给两会捎句话

产业是富民之本、致富之源；产业
兴旺，乃乡村振兴之基。振兴乡村产
业，实现要素向乡村聚集增益，激活生
产关系、提高生产力，有助于增强乡村
吸引力，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
宜业、农民富裕富足，重点要做好以下
五篇文章——

做好“接续”文章。做好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关键在于扶贫产业与产业振兴的衔
接。“十三五”以来，我省乡村产业不断
发展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持续
涌现，但应该看到乡村产业存在规模
小、布局散、链条短、品质较低以及同质
化突出等诸多问题，今后应顺应产业发
展规律，精准把握扶贫产业与乡村产业
振兴在发展规划、分类分级、利益联结、
要素市场、组织保障等领域接续，提档
升级，促进扶贫产业有效融入。

做好“特色”文章。进一步立足我省
特色，做足、做好“特”字文章，加快开发
特色资源，选优培强优特新产品。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种养、特色手工业和乡村
旅游等乡土产业，增加特色品牌产品和
个性服务供给；组建名优特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不断加快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基
地建设，打造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以农
业特色产业发展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做好“育强”文章。坚持“龙头驱
动”，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导新
型经营主体向龙头企业方向发展，充分
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优化产业
布局，立足区域资源建设园区，引导加工
企业向主产区、优势产区、产业园区集中，
推进多样化乡村产品加工业集群发展，

逐步形成“一核引领、多点突破、全域协同”的发展格局。
做好“融合”文章。促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有效

提高乡村产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生产、流通、消费等
各环节做好规划引领，发展种植、初加工、精深加工一条龙项
目，强化产业跨域联动发展，推动乡村产品向价值链高端延
伸，促进乡村产业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和全产业融合。

做好“高质量”文章。加快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农村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突出科技创新，强化政策支持，注重高质量市场建设，
增进资金、技术、人才等核心资源要素支撑，深入推进
结构调整，优化乡村产业布局，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外
引内联，逐步实现资本盈利、农民增收、产业壮大、城乡
融合，以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做
好
﹃
五
篇
文
章
﹄
振
兴
乡
村
产
业

郑
瑞
强

郭
如
良

“这次换届选举，大家要
按照要求选出想干事、能干
事的优秀村干部，如果发现
有拉票贿选等行为，请立即
向镇纪委反映……”近日，金
溪县对桥镇纪委在对桥村党
组织换届选举“两推”会议上
郑重宣布。

金溪县纪委监委以片区
为单位，派出5个督查组，通过
明察暗访、实地调研等方式，

紧盯关键环节，深入查找换届
选举中可能出现的拉票贿选
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
问题，以铁的纪律确保村（社
区）“两委”换届规范有序进
行。此外，该县纪委监委严格
对照“十不选”标准，认真做好
参选人员资格审核工作，把有

“伤”带“病”的坚决挡在门外。
截至目前，已审核参选人员5
批次共1100余人。 （胡津津）

金溪：

为村（社区）“两委”换届“保驾护航”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通
过这次学习，使我对‘坚强的
党性，优良的党风，严明的党
纪’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以后
我要以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
己，以党的作风建设规范自
己，以党的组织原则指引自
己，以良好的廉洁作风为村
民的小康生活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日前，南昌高新区
昌东镇下尾村村干部在会议
室开展学习第一次纪检清风
微课堂。

近日，下尾村会议室内
不时传出学习交流的讨论
声。监察联络员成为该村宣
讲员，采取以案促学的方式
进行授课。该镇纪委以“纪
检清风微课堂”为抓手，在队
伍自身建设和业务能力提升
上狠下功夫，为延伸课堂，还

采用了多种方式引导村干部
和广大党员保持学习兴趣。

该镇纪委负责人表示，
要利用身边故事以案促学，
让村干部增强自我保护意
识，把人们不以为然的小事
放在重要位置，做到提前提
醒，将其消灭在萌芽中。宣
讲员要根据不同对象和场
景，设置多种主题，以增加清
风微课堂的效果，提高清风
微课堂的质量。

下一步，该镇将持续深
化“纪检清风微课堂”学习
教育，做到基层党员干部纪
法学习常态化、廉洁教育日
常化，注重从日常教育入
手，督促各级党组织把理论
学习、警示教育、廉政提醒
等工作做实做细，做到抓早
抓小。 （肖 雄）

南昌昌东镇：

以“学”促“清风”

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产业富民 王建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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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说 乡 镇

去年底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把乡村振兴提到
了重要位置。会议强调，脱贫攻坚之后，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
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是我国今后“三农”工作的重要抓
手。站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
时间节点，江西日报应势而动、顺势而为，适时推出《魅力乡

镇》专刊，旨在深入挖掘我省乡镇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
的新探索、新实践、新成效，充分展示乡镇日新月异的新风貌、
新气象、新画卷，讲述好乡镇的好故事、新创造。我们希望以

《魅力乡镇》专刊为平台和窗口，激发乡镇百舸争流的锐气、朝
气、豪气，凝聚全社会助力乡镇高质量发展的“洪荒”伟力。

乡 镇 观 察

致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