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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时节，行走在安居的乡间沃野，一个

个农业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一片片稻田开镰

收割，一辆辆卡车把水果、蔬菜往外运销，农

民的欢声笑语在果园、菜地里回荡……

想过去，2004 年，全区第一产业增加值

15.99 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28 元；

看现在，2018 年全区粮食播种面积 124.7 万亩，

粮食总产量达到 39.6 万吨；出栏生猪 95 万头，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75.2 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 14471 元，增速全市第二。2019
年上半年，全区农业农村“双过半”任务全面

完成；实现乡村振兴有突破、园区发展有亮

点、脱贫攻坚有成效。

建区以来，安居区成功创建“全国粮食丰

产工程试点区县”、“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

产能力建设县”、“全国蔬菜产业重点县”、“全

国平安农机示范区”、“全国生猪调出大县”、

“全省产油大县”、“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区”、“省级有

机产品认证示范区”等国家级省级荣誉。这

一份份沉甸甸的成绩正是对安居过去 15 年农

业产业转型升级、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的最

好诠释。

千里沃野披锦绣 万亩田畴说丰年
——安居区农业发展纪实

杂柑产业作为保石镇老屋沟村的特色产业之一，科学合

理的田间管护对于产业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家住老屋沟

村 3 组的蒋全胜最近也趁着农闲时间在村里的杂柑产业园

锄草，这不仅利于杂柑的生长，还能有效增加家庭收入。

“在杂柑园施点肥、除点草、打点药，既有事情做还能增

加经济收入，咱的日子是越过越好 "。蒋全胜告诉记者，平

时在家里做点农活，一有空余时间便到杂柑园来打点小工，

在家门口便能挣钱，别提有多高兴。

产业搞得好，群众脱贫致富的基础才扎得牢。近年来，

拦江镇凉风垭村利用独特的旅游资源、地理优势，大力发展

胭脂脆桃种植，让桃树成为村里的脱贫树，鲜桃成为百姓的

致富果。

今年 6 月正是鲜桃上市的旺季。在凉风垭村活动中心，

农户们有的分类挑选，有的包装入盒，一派繁忙景象，正是

这些桃子，为他们带来了可喜的收入。

“2016 年栽的 70 多棵树，今年见了利润，卖了 2265 块钱，

2017 年我还栽了 70 多棵树，明年我一定精心管理，增加更多

的收入。”尝到产业带来的甜头，拦江镇凉风垭村村民杨作

华满脸笑容。

如今，安居区狠抓落实农民增收责任制，努力做好增加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础性工作，落实农民增收措施，第

一季度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9.7%，位居全市第 2、全省

第 12，第二季度增长 10%，位居全市第 2。下一步还将切实

增强农民增收工作的责任感和主动性，认真贯彻落实各级强

农惠农政策，拓宽农民稳定增收渠道。

15 年来，安居区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发展现代

农业的重要手段，不断优化发展环境，提升服务能力，着力

做大做强农业龙头企业，提升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发

展家庭农场，促进和带动了农业生产方式向组织化、规模

化、产业化方向发展。积极引导农民依法有序进行土地流

转，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

经营的意见》，进一步规范了土地流转程序及要求，全区土

地流转面积 26.38 万亩。

15 年来，安居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异军突起，迸发出

巨大活力，并逐步成为现代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截至目前，

全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42 个，其中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 4 个，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24 个，专业合

作社 788 个，其中国家级示范社 5 个，省级示范社 20 个，已培

育家庭农场 313 家，其中省级家庭农场 13 家，专业大户 1218
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

“龙头企业+基地+农户”“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农户”

等模式，把市场、企业、农户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真正做到了

“建一个组织，兴一项产业，富一方百姓，活一片经济。”

过去 15 年，安居区农业特色化、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

的发展步伐加快，现代农业成效斐然。站在新的起点，开启

新的征程，昂扬奋进的安居将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高擎

现代农业发展大旗，加快建设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全面助

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媒体记者 王超）

多元化农业经营模式
带动农民“富起来”C

金秋时节稻飘香，眼下，有着“鱼米之

乡”之称的三家镇进入了丰收季。

8 月 23 日，数十台联合收割机在安居区

三家镇、大安乡收割稻谷，作为省级现代农

业园区培育的安居区三家大米现代农业园

区水稻收获由此拉开了序幕，丰收的喜悦洋

溢在每个农户的脸上。

2019 年园区核心区 5000 亩，预计生产优

质稻 2650 吨，产值 742 万元，实现人均增收

675.5 元，全区优质稻基地 10 万亩总产量达

5.3 万吨、总产值达 1.43 亿元。

作为“遂宁鲜”的一员，三家大米在遂宁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如何让三家大米的品牌

更响，接受的人更多，带来的收益更大？今

年，安居区创建省级现代农业园区，通过统

一品种、统一施肥、统一栽培，从源头控制水

稻产量和质量。同时成立由 12 家经营主体

组建的三家大米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并与万

禾超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在优

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前提下，就三家大米销

售合作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目前，安居区使用收割机正如火如荼的

进行 10 万亩优质稻谷收割，粮食加工厂使用

先进加工包装设备每天加工、包装 20-30 吨

稻谷，10 余辆专门配送车正日夜不停的进行

三家大米配送，三家大米因其品质优良、价

格稳定、香软可口深受消费者喜爱，产品市

场的拓展，促进了省级现代农业园区的创建

工作。

在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安居区加

大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全力

打造地方精品 524 红苕产业。在区委、区政

府的支持下，524 红苕先后多次参西博会、进

农展、奔上海、到北京，销售市场不断拓展，

发展前景持续向好。

今年 4 月 8 日，记者走进安居区会龙镇

粉房村永丰绿色 524 红苕专业合作社的种

植基地。连绵起伏的小拱棚下，5 万株 524
红苕脱毒苗正茁壮成长。这批由四川省农

业 科 学 院 生 物 技 术 核 技 术 研 究 所 培 育 的

524 红苕脱毒苗将在这里繁育，生产出原种

后，在来年 2 月底交由合作社社员种植。

这种摒弃传统红苕代代繁育的种植模

式，让 524 红苕实现了品质、品味与品牌的三

重提升。 2019 年 3 月，永丰绿色 524 红苕专

业合作社的《优质专用甘薯产业关键技术创

新与集成推广》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评为“四

川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在科技的支持

下，524 红苕专业合作社实现了由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的“突围”。眼下，合作社的储藏

室已经空空如也。这意味着在今年红苕出

土之前，合作社已没有红苕可卖。

“一枝独秀不是绿，万花齐放才是春。”

近年来，安居区大力推进优质粮油、有

机蔬菜、特色水果、生态水产、绿色畜禽“五

大特色”产业发展，积极拓展农业新业态、

新产业，把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

方式引入农业，不断丰富产业形态，促进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势头

强劲。围绕“一心、两路、三优、四片”产业

发展思路，以粮油高产高效创建为抓手，采

取“企业+基地+专合组织+农户”等产业化

经营模式，建立粮油订单生产基地，大力发

展“稻—渔 /油 /菇”等粮经复合种植模式，进

一步扩大 524 红苕、三家大米、沙田柚等优

势特色产业基地面积，建成优质粮油基地

50 万亩、有机蔬菜基地 3.2 万亩、特色水果

基地 18 万亩、生态水产基地 3.8 万亩、绿色

畜禽基地 80 个，推动特色产业由点状、散状

向带状、块状集聚，由非优势生产区域向优

势生产区域集中。以建设省级现代农业园

区为标准，整合涉农项目打造 524 红苕、三

家大米、柑橘等 12 个区级现代农业园区，3
个市级现代农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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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

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

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广大农民根本

福祉，事关农村社会文明和谐。近年来，安

居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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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

近年来，安居区一直把农村卫生改厕作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中之重，在改变乡

村环境的同时，也为广大农村群众带来了卫

生观念及生活方式上的大变革。

整齐的瓷砖墙壁，洁白的陶瓷蹲便器，

在西眉镇雷桥村村民杨建国家，记者看到改

造完的农家厕所干净整洁、没有一点异味。

“以前村里的厕所都是简陋的旱厕，大

多是四堵墙、两块砖、一个坑。夏天蚊蝇飞

舞，院子里臭气熏天；冬天寒冷无比，老人和

孩子上厕所很不方便。”杨建国想起以前村

里的旱厕直摇头，“如今沾了‘厕所革命’的

光，政府给我们每户补贴，还修建了一个化

粪池，让我用上了水冲厕所，不但干净卫生，

而且特别方便。”

“旱厕气味难闻，容易滋生蚊蝇，既不美

观也不卫生。‘厕所革命’正好‘革’到乡亲们

的心坎上，现在大家都很支持。”西眉镇政府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小厕所，大民生。目前，安居区正掀起

“厕所革命”高潮，以试点示范带动，加快行

农村卫生厕所和公厕建设，完成卫生厕所新

改建 38926 户，6 月 21 日，顺利召开全市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现场推进会。下一步，安

居区将深化“小厕所、大民生”理念，不断提

高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致力让这一民生

领域改革举措照亮每一村每一户的“小角

落”。

临近中午，分水镇的居民吴菊芳正忙着

做午饭。如今，她家产生的生活污水，将统

一排进雨污集中处理管网。

“现在雨水和污水都是分了流的，比原

来还是有很大的变化，家里面的污水可以直

接排出去，街面上也没得积水，原来那种污

水到处排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生活环境

质量一下子就提升上去了。”吴菊芳说。

吴菊芳家生活环境发生的改变，正得益

于安居区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工程的实

施。据了解，该工程中涉及到的污水处理厂

能将农户家统一排出的污水进行处理，经污

水处理厂内净化设备的一系列工艺处理后，

出水标准达到了城镇污染物排放标准。

“排放的污水经过层层处理，最终达到

排放标准。”分水镇污水处理厂管理人员杨

启飞告诉记者，污水处理厂平均每天的运行

达到了 10 个小时，能满足日常全镇污水处理

需要，对群众的生活环境质量改善有很大提

升。

秸秆禁烧是个老大难问题，不仅关系到

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也事关交通和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近年来，安居区高度重视秸秆

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各级、各部门按照要

求，坚持一手抓禁烧监督，一手抓综合利用，

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形成了较好工作机

制。今年，安居区在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

利用工作中，将继续围绕实现“不见火光、不

见烟雾、不见黑斑”的目标，强化组织保障、

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宣传发动，发挥自身资

源优势，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健全农作物

秸秆收储运用体系，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

秸秆综和利用，以疏促堵，疏堵结合，全力打

好秸秆禁烧攻坚战，确保区域内实现秸秆禁

烧“零火点”。

秸秆禁烧根本出路在于推进综合利用。

在 2017 年小春油菜收割时，安居区采取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使用专业机械和专业施工

队对主要交通干线沿线的 19 个村进行油菜

秸秆流动粉碎还田，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

果。

未来，安居区将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加快推进村庄清洁行动、农村厕所革

命、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五大”行动，

完成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改造 87166 户年度任

务，普及率达到 7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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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区“三家大米”现代农业园区

“三家大米”开镰收割

秸秆返田综合利用

永正脆桃喜获丰收

——安居建区15周年系列报道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