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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深宝/文（未署名图片由九江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广袤沃野绘新景“三农”工作谱新篇
九江市大力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纪实

金色，是秋天最亮丽的颜色。九江广袤的田野上稻飘香、果满枝、蟹满塘，处处弥漫着丰收的味道。
9月初，在彭泽县现代农业示范园，九江凯瑞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国平正在指导养殖户养殖螃蟹。作为一名农民企业家，他养

给农民看，带动农民养，帮农民致富，创新了“养殖基地+合作社+产业扶贫+电子商务+休闲旅游+技术培训”发展模式。
2018年，养殖户杨刚在该公司承包 150亩水面养殖螃蟹，刚开始由于不懂技术，利润不高。经过两年的学习和实践，掌握了螃蟹养殖技

术。“今年是丰收年，收入约100万元，利润约50万元。”杨刚兴奋地说。这是九江市大力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九江市农业农村局在九江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深化农业农村改革，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图景在九江大地全面展开。

全面加强重要农产品生产

确保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瑞昌横港镇远景村的田野上一
片金黄，瑞昌市碧盛农业联合社负责
人范小敏正开着收割机，在田里穿梭
收割稻谷。

2009年，范小敏成立了瑞昌市碧
野农机专业合作社，2013 年承包了
2300多亩田地种粮。2013年12月，他
又发起成立了瑞昌市首家农业联合
社，12家农业合作社、4家种粮大户加
入联合社，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抱团
发展。联合社成立后，还先后投资建
设了烘干厂、榨油厂和大米加工厂。

“我们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农
产品的附加值，让农民融入农业全产
业链，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形成有
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推动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范小
敏说。目前，瑞昌市碧盛农业联合社
从耕田、育秧、插秧、病虫害防治、收
割，到烘干、加工，全部是机械化操
作。社员今年种粮面积达1.25万亩，
社会化服务种粮面积达3万亩。

近年来，九江市坚持以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调整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提升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该市粮食生产面积保持
在 400万亩以上，粮食产量总体稳定
在 15亿公斤左右。今年计划粮食播

种面积任务不低于411.05万亩，已完
成早、中、晚稻播种317.76万亩，其中
早稻产量22.67万吨；完成小麦、马铃
薯、玉米等杂粮播种100.46万亩。目
前，全市种植蔬菜 70.1 万亩，产量
86.8万吨。

该市在扎实做好非洲猪瘟疫情
防控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生猪复产增
养行动，新建改扩建规模以上养猪场
142家，养猪场总数达385家。截至8
月底，全市生猪存栏 98.5 万头、能繁
母猪 9.57 万头、生猪出栏 135.35 万
头，生猪产能已全面恢复至正常年份
水平。

“去年疫情期间，九江生产的重
要农产品能够有效供给，市民所需的
大米、肉、鱼、蔬菜等生活物资供应稳
定、有保障。”九江市农业农村局负责
人说。

农产品不仅供应充足，而且质量
安全。该市扎实开展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农药化肥减量增效取得实质性
成效。积极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
制度，农产品抽检合格率达 98.5％以
上，未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
件。全市现有“两品一标”457个，其
中绿色食品 157 个、有机农产品 294
个、农产品地理标志6个。

以抓工业理念抓农业

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彭泽县现代农业示范园太泊湖核
心区，田成块、路相通、渠相连，做到了
旱能灌、涝能排，旱涝保收，不再靠天吃
饭。田里养殖了螃蟹，水美蟹肥，又是
一个丰收年，农民笑逐颜开。

彭泽县中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在太泊湖核心区流转土地6000亩，采
取“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形式，
实行“稻虾共作”（水稻田里养殖小龙
虾）和“稻蟹共作”（水稻田里养殖大
闸蟹），规模养殖小龙虾和大闸蟹，带
动了农民增收致富。“我们公司‘稻虾
共作’和‘稻蟹共作’种养技术成熟，
效益高。”该公司总经理程国平说。

彭泽县成立现代农业园区管委
会，按照“农业园区化、园区现代化、
农游一体化”的理念，建设现代农业
示范园，以“一虾一蟹”为主导，发展
稻渔综合种养 13万亩。园区被评为
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和国家级稻
渔综合种养示范区。

园区先后实施了217个基础设施
和产业项目，吸引了九江凯瑞、蔓谷
田园、松源水产等20多家农业龙头企
业入驻，2020 年园区实现总产值 78
亿元。当前，园区正加快建设虾谷、
绿谷、花谷、蔓谷、药谷五大产业，打
造“五谷丰登”园区品牌。

九江市以抓工业理念抓农业，按
照“争创多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每个县要创2个以上省级现代农业示

范园、每个乡（镇、场）要创1个市级现
代农业产业（示范）园”的目标任务，大
力推进“一乡一园”建设。目前，全市已
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个、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38个、市级现
代农业产业（示范）园104个，“一乡一
园”覆盖率达70%，今年继续推进61个
乡（镇、场）市级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
创建工作，力争实现全覆盖。

成立了九江市绿色食品产业链
招商小分队，赴各地开展招商活动。
2021 上半年引进农业项目 28 个，实
际进资21.6亿元。

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该市
重点扶持中粮粮油工业（九江）有限
公司、江西博莱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等销售收入过 30亿元的龙头企
业，力争实现销售收入过 50亿元；大
力扶持鸭鸭股份公司、九江凯瑞生态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销售收入突破 30
亿元，组织 3家企业积极申报农业产
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目前，全市
共有国家级龙头企业 7家、省级农业
企业97家、规模以上农业企业663家，
今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566亿元。
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
体数量稳步增长，总数突破1.2万家。

该市农业技术水平持续提升，农业
机械总动力达256.55万千瓦，主要农作
物综合机械化率达74.04%，大多数农民
改变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

发展优势特色产业 全面提高农业竞争力

九江曾与福州、汉口并称中国三
大茶市。庐山云雾茶曾是中国十大
名茶之一。修水宁红茶是我国功夫
红茶中的珍品，曾有“宁红不到庄，茶
叶不开箱”“茶盖中华，价甲天下”的
美誉。

近年来，九江大力推进茶叶品牌
整合工作，把全市所有茶叶品牌整合
为“一红一绿”（修水宁红茶、庐山云
雾茶）两大品牌，促进了茶叶产业的
快速发展。省政府支持推动“一红四
绿”的 5个著名茶叶品牌中，九江“一
红一绿”名列其中。九江茶叶品牌现
已重整旗鼓，茶香飘万里。

修水县杭口、大椿等乡镇，漫山
遍野都是茶园，一片翠绿。江西大椿
茶业有限公司是集茶叶种植、加工、

销售为一体的股份制民营企业，自有
茶园面积 2200 亩，与茶叶专业合作
社合作茶园面积 6800亩。该公司茶
园平均海拔在 900米以上，按有机茶
要求进行管理，被认定为无公害茶叶
基地。

“2020 年，修水县茶园面积 20.1
万亩，规模生产基地 362 个，全县有
茶叶企业 671家，茶业综合产值约 21
亿元……”修水县茶叶协会会长梁天
柱介绍。

6 月 2 日，2021 庐山国际名茶名
泉博览会在庐山市举行。此次博览
会以“庐山云雾茶，茶香飘天下”为主
题，开展庐山国际名茶名泉高峰论
坛、茶艺表演、问茶会等系列活动，进
一步提升庐山云雾茶的影响力，开启

文旅融合发展新篇章。
“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目

前，全市茶叶种植面积 40万亩，产量
1.6万吨左右，面积、产量均位居全省
前列。“庐山云雾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获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中国驰
名商标，品牌价值 36.8亿元。如今，
在九江，越来越多的茶叶变成了“金
叶”，托起了乡村振兴的致富梦。

九江市素有“江南鱼仓”之称，境内
水域广阔，水产品丰富。近年来，该市
大力发展水产养殖，全市水产品年产量
近50万吨，2020年渔业总产值85.27亿
元，今年1至8月水产品总产量29.37万
吨。全市特种水产养殖面积67.2万亩，
其中虾蟹养殖面积50万亩，河蟹年产
8600吨、小龙虾年产7.98万吨。

该市扎实做好禁捕退捕各项工
作，推动长江、鄱阳湖九江水域“人退
鱼进”。2020年底，船网全部回收到
位，符合社保安置保障条件的 16684
名退捕渔民全部安置到位，实现渔船
处置完成率100%、渔民退捕率100%、
适龄渔民参保率100%。

九江是长江流域油菜优势产
区。近年来，该市结合产业基础和气
候特征，大力推行“稻油轮作”模式，实
现了保粮食安全和增加农业效益“两
促进、两不误”。全市油菜种植面积
稳定在160万亩以上，产量近20万吨，
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省四分之一和
三分之一。同时，油菜种植促进了乡
村旅游的发展，每年油菜花开时节，
田野中一片金黄色，游客络绎不绝。

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修水县马坳镇东津村樟树下
新农村示范点，翠绿的古樟树旁，
蓝天白云倒映在清澈的河水中，
整个示范点恰似一幅美丽的乡村
风景画。

东津村樟树下是一个村落。
2018 年以前，这里环境脏乱差，
村民改善居住环境的愿望十分迫
切。2018年底，马坳镇投资 1000
多万元，按照“整洁美丽、和谐宜
居”要求进行整治，精心打造新农
村示范点。如今，这里旧貌换新
颜，成为乡村旅游点。在九江市，
像樟树下这样的新农村示范点有
很多，农村面貌日新月异。

该市全面落实“精心规划、精
致建设、精细管理、精美呈现”的
要求，共建成新农村点2万个、覆
盖率达 82%，贫困村 100%实施了
新农村建设。积极开展美丽示范
创建工作，重点抓好 8 个美丽宜
居试点县建设，打造了一大批美
丽乡村示范带、示范乡镇和示范
村庄，初步形成了串点、连线、成
片效果。

同时，集中开展“四清二改一
管护”村庄清洁行动，全市95%以
上的村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
理。湖口县率先在全省开展城乡
环卫“全域一体化”第三方治理。
瑞昌市作为国家首批 100个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试点
县已形成典型经验。全市有 25

个乡镇开展了以“阳光堆肥和机
械制肥”为主的厨余垃圾分类试
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已成为新
时尚。武宁县喜获“2019年全国
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该市率先提出农村污水治理
与新农村建设同步推进、同步考
核，制定了全省第一个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地方标准，因地制宜探
索推广“人工湿地、无动力、微动
力、膜处理”四种处理模式，走出
了一条符合实际的农村污水治理
新途径。在 4000 个村庄开展了
污水简易处理，建成污水深度处
理示范村庄 730个，境内长江、鄱
阳湖、修河等重要水源地周边乡
村生活污水实现达标排放。

建好“小厕所”，改善“大民
生”。该市全面启动农村旱厕“清
零行动”，新建无害化卫生厕所
59万余个，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
普及率全面达标。彭泽县入选全
国农村“厕所革命”九大典型范例
名单。

该市创新落实江西省“五定
包干”长效管护模式，市县两级率
先建立了“万村码上通”智慧平
台，实行“政府统筹、多方参与、分
类定标、智慧监管”，提升农村长
效管护信息化水平。武宁县探索
的“5G+长效管护”模式，对农村
垃圾、污水、保洁员及设施设备运
行等情况实时在线监测，实现了

村庄管护精细化。共青城市、彭
泽县基本完成“万村码上通”智慧
平台建设，柴桑区、修水县正在积
极筹备建设中。

农业农村改革扎实推进。该
市按照“两完善、两健全、四探索”
的原则，在湖口县有序推进农村
宅基地改革试点，选定彭泽县和
共青城市的部分乡镇开展农村宅
基地规范管理示范先行创建活
动。同时，巩固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试点工作成果，全面开展
乡村组三级集体 2020 年度清产
核资工作，有序部署农村产权交
易中心建设，已有4个县（市、区）
明确了建设时间。规范农村土地
承包地改革与管理，稳妥推进“三
权分置”改革试点，提升“地押云
贷”工作水平，持续放活经营权。
目前，全市土地流转面积 185.68
万亩，流转率51.24%。

黄云万里动风色，秀美乡村
似画图。在广袤而富饶的九江大
地上，广大干部群众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扬优势，以新理念谋
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新举措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
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
民全面发展，彰显乡村产业兴旺
之美、自然生态之美、文明淳朴之
美、共建共享之美、和谐有序之
美，努力绘就新时代美丽乡村新
画卷。

农村公厕

九江新农村美如画九江新农村美如画

新农村示范点新农村示范点 杨风胜杨风胜摄摄

农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农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农旅融合项目农旅融合项目 花千谷景点花千谷景点

农村垃圾分类处理农村垃圾分类处理

农业产业兴旺农业产业兴旺 何将仁何将仁摄摄

庐山茶园庐山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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