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试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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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新区煎茶镇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一流
的煎茶竹丝茄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示范基地，通过党
建引领，把种植技术、农业品
牌和更高收益带给农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煎茶镇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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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溪小渔村田园综合体三面环水，被碧
波荡漾的鹿溪河环抱。3月的田园，垂柳依
依，桃之夭夭。

沃野之上，生长着300亩煎茶竹丝茄。
田野间，卡通茄像紫色精灵，睁着一双大眼
睛，迎来送往从绿道走过的游客。基地中，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一流的煎茶竹
丝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示范基地”的字
符，宣告着这里正在轰轰烈烈地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

记者到访时，“茶花微党校”里正在进行
一堂微党课，竹丝茄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李德
明负责讲解竹丝茄的栽种技术。台下，几十
位村民认真听课，不时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

李德明是高庙村人，他一步步见证了竹
丝茄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种植户越来越多，
种植面积越来越大。

“以前的竹丝茄个子小，到9月就结束挂
果了。”他说，而今，竹丝茄的茄苗能长到1.6
米，挂果时间可延长到11月底，一株茄苗可
采摘八九十个茄子。与省农科院进行合作
后，竹丝茄苗不仅个子长高了，就连以前的绵
疫病、黄萎病和青枯病都少了。

煎茶镇扶持竹丝茄产业，对基地内农
户给予每亩800元的茄苗补助和每亩500
元的农田设施、物资肥料等补助。2013年，
当地又探索保险机制，化解菜贱伤农的困
境。以去年为例，村民花二十多元钱为每
亩竹丝茄购买灾害险，一旦遭遇了自然灾
害，保险公司就会按比例进行赔付；同时还
引入了价格险，如果当年市场价低于每斤5
毛钱，保险公司就会对其价格按 5毛每斤
进行兜底。

徐曼丽是前来听课的村民之一，回去后，
她家栽下了5亩的竹丝茄。往年，她家种花
菜、油菜和水稻，一年收入仅两三万元。今
年，她盼望着能创下近十万元的收益。

徐曼丽生于1989年，高中文化，是村子
的年轻人。“如果有可能，我还要多承包一些
土地，扩大种植规模。”她说，现在网络很发
达，自己还畅想着“要不要在网上开个店”，把
村里的茄子通过互联网卖向更广阔的市场。

最爱吃茄饼和鱼香茄子的徐曼丽，还梦
想在村里开一家茄子主题餐厅，摆下一桌茄
子宴，让城里人来体验田园生活的同时能吃
到美味。

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作出全面部署。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振兴战略作出更详尽指示：要推动乡村产业
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要推动乡村振兴健康有序进行。

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到四川48.6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时，四川人是如何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作为
一个有着金字招牌的农业大省，迸发着怎样的乡村振兴新动力？从今天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将
推出“擦亮四川乡村金字招牌 ”大型系列报道，为您讲述四川乡村振兴的好故事。

以青春之姿
奋斗在田间地头

毛志宏，身上贴着 90
后的标签，他生于斯，长于
斯，心里藏着深深的家乡情
结。“有机会改变家乡，参与
并见证着家乡的蓬勃发展，
是一种幸福。”毛志宏希望
通过自身的案例告诉更多
青年人才，乡村的发展空间
非常广阔，乡村需要更多懂
农业并热爱乡村的年轻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好多农村的孩子都想到
城市里工作，您为何会选择
回到家乡、回到农村呢？

毛志宏：我来自农村，
我对农村有深深的感情。
我在这片土地上长大，到外
面学到了本领，有机会回到
家乡、改变家乡，是一种幸
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您曾在大都市的大公司
里工作，现在回家乡发展，
父母支持吗？

毛志宏：说真心话，他
们更愿意我留在大城市发
展。不过，看到我的态度很

坚决，也不反对了，这也算
是对我无言的支持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回到家乡，感觉农村最
大变化是什么？

毛志宏：感觉乡村的发
展空间很广阔。这几年随
着天府新区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资本投向我的家乡，我
能参与并见证着家乡的蓬
勃发展，心里特别高兴。我
在想，几年之后，我的家乡
一定会大变样，那时，我可
以骄傲地告诉父老乡亲们，
家乡的改变也有一份我的
功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您是学农业的，您的同
学投身乡村建设的人多吗？

毛志宏：虽然我是学农
的，但我的同学里直接参与
乡村建设的不多，我觉得这
是一种遗憾。我希望大家
可以学以致用，如果有更多
学农的又热爱乡村的人参
与乡村振兴，乡村肯定会发
展得更快。

封面新闻

3月，春风浩荡。天府新区煎茶镇青松村，
徐曼丽家的5亩地里全部种上了煎茶竹丝茄。
两个月以后，茄苗上将挂满长长的、弯弯的、紫
色的茄果，一直持续到11月。她可以摘下新鲜
的茄子烹饪美食，其余的拿去销售，盼望着能给
家庭带来更多收入。

在徐曼丽的家乡天府新区煎茶镇，和她一样，
种植竹丝茄的家庭越来越多了。当地通过党建引
领，把种植技术、农业品牌和更高的收益带给农
民，为乡村振兴增添了一抹闪亮的“茄元素”。

一株株科技含量高的竹丝茄，带给乡亲们
一个产业，也带来了从小康走向富裕的希望。
乡村振兴战略，正在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
乐业的美丽家园。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在希望的田野上，年轻人留了下来，高级知

识分子从都市返乡，人才、资本渐次回流，一起
推动宏大的乡村振兴战略从蓝图变为现实。

90后研究生回乡工作
经手5亿元项目投资

2016年10月份，揣着一份农业情
怀，受惠于天府新区的人才改革新政，
生于1990年的毛志宏作别了都市的一
个大型农业集团，回到生他养他的煎
茶镇，在镇政府产业促进科负责招商
工作。2017年春节前，他所在的办公
室调整为乡村振兴办公室，他的职责
新增了乡村产业规划、农业经营模式
改革等内容。

“虽然收入少了一大截，但乡村是
个大舞台，又赶上了乡村振兴的好时
光，我所学的专业终于可以派上用场
了！”28岁的毛志宏期待能与乡亲们一
起在这块土地上大展拳脚，参与并见
证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

事实上，毛志宏到这里工作的一
年半时间，已经感受到了改革的热浪
正滚滚而来。“借着天府新区发展的市
场红利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红利，
城市资本正涌向乡村。”他说，最初他
经手的那些投资项目以纯农业为主，
500亩的面积就算是比较大的，现在，

已经有了单体两千亩的项目，在经营
方向上，一三产业互动和农旅结合的
占了近80%。

“借此机遇，我们也正在努力，把
乡村资源变资产、变资本，把农民变工
人、变股东、变房东、变老板，彻底地改
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目前，已落地和正在洽谈的涉农
项目有近20个。”毛志宏透露，落地的
项目中，单个投资最大的达到5亿元。

最近，毛志宏还听说了一个好消
息：他的一个师弟也准备投身到乡村
振兴的浪潮中。毛志宏说，师弟的行
动，让他看到了同龄人中越来越多的
人才正流向乡村，大家以青春之姿奋
斗在田间地头，用青春与热血书写着
波澜壮阔的乡村振兴历史。

正如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培养
和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

“三农”工作队伍。毛志宏笃定地望着
前方，憧憬着：“乡村的人才多了，乡村
振兴的希望也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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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把乡
村资源挖掘好、把外部资源引入好、把
群众利益保护好，关键还要想法设法
把群众组织起来。在走访过程中，记
者观察到，在煎茶镇乡村振兴的浪潮
中，各级党员都发挥了模范带头和组
织动员作用。

煎茶镇党委从2016年起，创新提
出“5个1+N”（党委+支部+合作社+研
究院+基地+N个农户）的发展模式，大
力推广竹丝茄特色优势产业。平安村
党委书记苏彪家80%的土地都是用来
种竹丝茄，槐文村（现高庙村）前支部
书记李德明成立起了竹丝茄协会，带
领大家把竹丝茄卖向更远的地方。

煎茶镇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当
地党委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依托建在
田园里的“茶花微党校”，把党组织建
在产业链上，提升村党委领导发展能
力，发挥优秀党员带领群众致富能力，
使党建围绕产业发展和群众需求服
务，产业链延伸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在
哪里，实现党建与经济发展互动双赢。

“依托经济合作社，保障专业化运
行。”这位负责人说，依托煎茶农艺竹
丝茄种植专业合作社，实现统一育苗、
统一供苗、统一种植、统一指导、统一
销售，严格落实绿色生产要求，建立质
量安全监管测验溯源制度，确保产品达
到免检标准，极大提高了农民抵御市场
风险、经营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

通过中国农科院、四川省农科院、
竹丝茄服务行业协会共同搭建竹丝茄
研究院，从品种提纯、快育快繁、质量
检测到技术服务，在示范基地内形成
产学研用一体化的技术扩散体系，助
推竹丝茄产业快速发展。

“去年，煎茶竹丝茄种植核心区面
积已突破1000亩。”这位负责人说，煎
茶竹丝茄去年12月成功申报天府新区
首个国家级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极大
提升了竹丝茄的品牌知名度。

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家伙都憧憬
着：“竹丝茄有了更高的附加值，如果，
每亩地能创下4万元的收益，咱们乡村
振兴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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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买茄苗有补贴
还有保险公司托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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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研究生回家乡，经手5亿元项目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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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模式“5个1+N”，竹丝茄突破1000亩

本版稿件采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席秦岭吴枫 刘秋凤

90后研究生毛志宏：

“能参与家乡的蓬勃发展
是一种幸福”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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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研究生毛志宏（左）正在查看茄苗长势。

去年夏天，当地的茄子丰收了。（煎茶镇供图）

天府新区煎茶镇“茶花微党校”。

煎茶镇竹丝茄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