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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农业基础

推动农业产业向“新、高、精”迈进

金秋送爽，瓜果飘香。
漫步在才湾镇的村庄和农田，记者发现，一条条村村通公

路平整、宽敞，把散落于各处的村庄紧密连接，布下了便捷的
交通网；一条条引水渠内，清水流淌，灌溉着阡陌交错的万亩
良田。

谈起今年的丰收，才湾镇七星村的农户蒋胡兵感慨良多。
蒋胡兵说，去年“ 7·1 ”特大洪灾过后，作为全州县受灾最严
重的乡镇之一，才湾镇的农田水利设施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今
年以来，为了帮助农民顺利耕种，政府加大水利设施维修力
度，为他们今年的丰收提供了基本的保障。

据才湾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才湾镇围绕
“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总体目标，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色
经济发展为着力点，不断增强农村经济发展后劲，强化特色产
业发展驱动，全镇农业得到较大提升。村村通道路的修建，引
水渠的拓宽等，就是该镇农村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的体现。该
镇进一步落实全州县“亿元工程”前期建设和在建工程等各项
工作，做好灾后重建工作，完成了 14 条村连通公路的验收和
结算，对 34 处公路进行维修，投入 126 万元对 18 处水毁公
路进行修复，并完成一处便桥的修建，全长 10 公里的肖家湾
公路正在开展硬化工作，紫岭村委下家岭段，山川中心小学
段，五福村委小洞至半边街段硬化工程共计投入 94 万余元。
此外，该镇加大水利设施维修力度，维修完堰坝 40 处，引水
渠护坡 36 处，引水渠 879 米，防洪堤 3 处、 110 米，山塘 3
个，极大地修复、完善了农田水利设施。

9 月底的一天，记者跟随才湾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来到全州
县才湾镇愉园沃柑生产基地。全州县才湾镇愉园沃柑生产基地
由全州县愉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创建，规划面积 5000
亩，主要栽种品种为沃柑和 W·默科特，该基地是才湾镇沃柑
种植产业区的核心区。

站在核心区的观光台上，放眼望去，周围的几座山头均被
一棵棵苍翠的沃柑树染上了绿色。时间回溯到 2016 年初，核
心区所在的几座山头，有的还是一片荒芜，有的长满了杂树和
乱草。仅仅一年多的时间过去，这里已经大变样。该核心区的
负责人卿熙化告诉记者，目前基地沃柑的种植总面积达 1200
亩，属于全州县颇具规模的沃柑种植基地之一。

回顾核心区的打造过程，卿熙化说，上级党委、政府和有
关部门给予的极大关心和支持，功不可没。

2016 年 1 月份，核心区成立，随之而来的就是土地流转
的问题。核心区涉及两个村委的 100 多户居民，要做通农户
的思想工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此，才湾镇专门组织成立
了土地流转工作小组，挨家挨户上门做农户的思想工作。有些
农户在外务工，工作人员除了电话联络，甚至专门驱车赴外地
登门做思想工作。短短 4 个月的时间，核心区成功流转土地
近千亩。 2016 年 5 月，核心区栽种下了第一批沃柑苗。接下
来的一年多时间，才湾镇政府继续做土地流转工作，最终完成
了 1200 多亩土地的流转。

为了回馈政府和当地农民在核心区打造过程中给予的支持
和帮助，卿熙化带领他的队伍开始通过自己的方式反哺一方百
姓。该核心区通过“党支部+公司+贫困户+农户”的模式，走
出了一条“党支部引领，企业做示范，贫困户、农户跟着干，
企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致富新路子，辐射带动全镇 100 余
户贫困户种植沃柑近 2000 亩。才湾镇愉园沃柑种植党支部成
立了“产业扶贫联盟”，将发展意愿相同的农户，形成一个产
业发展利益联盟共同体，统筹产业规划、生产和销售，以愉园
沃柑连片种植基地建设为契机，发展壮大全镇沃柑种植，破解
了脱贫攻坚单打独斗的问题。

全州县才湾镇愉园沃柑生产基地的发展只是才湾镇农业发
展的一个缩影。据才湾镇镇长蒋士春介绍，今年以来，才湾镇
还着力推动农业产业向“新、高、精”迈进，并取得了不俗的
成效。

首先是加快打造高品质种植业，努力推动种植业向高端精
品化发展。按照“高定位起步、高要求规划、高标准建设”的
思路，对原有柑桔、葡萄低产园进行改造，加快发展以沃柑为
主的高端高效产业。今年上半年，该镇新种植沃柑、 W. 默科
特共 8000 余亩，富硒水稻 10000 余亩，其中 100 亩以上标
准化沃柑种植园 11 个， 500 亩以上标准化沃柑种植园 3 个，
在总量及示范点建设上取得了“双突破”。

在注重高端品质的同时，立足“精”，加快推进粗放农业
向精细化立体农业升级。把“绿色生态、产出高效、产品安全”作
为推动传统农业向精品生态农业转型升级根本出发点。发挥现
代农业开发公司带动引领作用，按照“公司+基地+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加快“稻+鱼(蛙)+瓜（果）”等高效立体共作农业模式
的推广，帮助普通农户破解传统低效农业发展“天花板”，走
出了“点上有示范，面上有推广”的产业发展新路子。今年上
半年，该镇升级打造了辐射面积三千余亩的七星冷水鱼养殖示
范点和 100 余亩的金堂黑斑蛙养殖示范基地。

在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才湾镇的扶贫攻坚也写
下了佳绩。在产业扶贫方面，才湾镇已发展的新型经营主体有
15 个，覆盖了 2 个贫困村，发展产业基地 15 个，通过发展产
业基地直接带动了 238 户贫困户发展种植；基础设施方面，
2018 年计划实施扶贫项目库基础设施 32 项，截至目前已完
工 5 项；贫困户缴纳新农合达 100% ；“雨露计划”宣传到
户，覆盖面达 100% 。

强化工业支撑

推动工业产业向“三化”提升

作为鱼米之乡的才湾镇，其工业的发展也并
不逊色。

今年上半年，才湾镇共引进项目
6 个，完成招商引资 4 . 3 亿元，
占全年任务 71 . 7% ，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 9 . 8 亿元。依托产
粮大镇的优势，镇内米粉企
业、大米加工企业得到快
速发展，实现了一二产业
融合发展。目前，全镇 9
家米粉企业年均消耗大米
2 . 5 9 万吨，产值可达
1 . 13 亿元，产量约占全
县米粉产量 57% ；九提
香、吉利大米厂两家大米
加工企业年消耗稻谷可达
3 . 45 万吨，年产值约 1 . 1 亿
元。与此同时，位于该镇的勇旺
粉业、米兰香、徐七二等农副产品
加工龙头企业均完成二期工程建设，镇
内企业规模化发展趋势进一步突显。

工业产品实现“品牌化”。才湾镇把激发企业创新内生动
力和提升产品品牌影响力作为拉动企业效益增长的“两驾马
车”，今年以来，该镇通过组织企业参加展销会，邀请媒体进
行对外宣传等方式，加大了全镇各企业产品对外推介力度，为
企业品牌“走出去”扶上了马，并送了一程。时下，才湾特色
干米粉、徐七二特色农副产品、海洋坪腊味系列、优质富硒大
米等，均受到了广大消费者青睐。今年 5 月，徐七二食品有
限公司还获得了自治区重点推荐品牌的荣誉。

才湾米粉加工产业，远近闻名。近年来，才湾形成了产业
化、规模化的米粉加工产业。为推动镇内米粉行业生产工艺统
一、产品质量标准统一、品牌标识统一，把米粉产业和米粉产
品打造成金牌产业和拳头产品，才湾镇依托国道 322 线便捷
的交通优势和区位优势，正规划建设占地面积约 900 亩的米
粉产业园。

9 月 28 日下午，位于全州县才湾镇米粉加工园区的桂林
全州米兰香食品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生产车间内，一根根干米粉
正在晾晒架上散发着淡淡的米香味。作为目前桂林市自动化程
度高、设备配套全、规模较大的桂林米粉加工企业，桂林全州
米兰香食品有限公司设生产线 3 条，年加工生产能力达 2 万

吨，加工大米 2 . 22 万吨，年产值 1 . 03 亿，可解决劳动力就
业 120 人。

桂林全州米兰香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汪丽告诉记者，近
年来，才湾镇高度重视米粉产业的发展，其中米粉产业园的打
造，就是最好的体现。目前，该公司的旧厂区和新厂区均被列
入米粉加工园区内，为公司的做强做大，提供了更好的契机。
“米粉加工园区的打造，一方面有助于我们米粉加工产业的规
模化发展，另一方面提升了全镇米粉加工产业的生产环境和企
业形象，有助于吸引客商的关注，更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
展。”汪丽说这些话语的时候，言语中充满自信。

才湾镇镇长蒋士春说，米粉加工园区建成后可容纳上规模
企业 12 家，年产量预计可达 7 . 2 万吨，年产值超过 3 亿元。
届时，才湾的米粉产业将走向“集聚化”的发展道路，米粉总
量、产品品质以及品牌效益将得到大幅提升。

抢占旅游业先机

促进产业融合助推经济发展

在全州县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现场，汇集于才湾镇的
八方来宾发现，才湾镇不仅有现代化的农业，有不断强化的工
业，更有能吸引游客、留住游客的蓬勃发展的旅游业。

近年来，才湾镇依托天湖旅游开发以及觉山铺湘江战役
（遗址）公园建设的发展契机，加快打造“红+绿”旅游体
系，把旅游产业链条壮大、延伸到农业开发、企业生产、镇村
建设等领域。

旅游路线如何规划，精品如何打造，一直是才湾镇政府思
考的重点。紧抓建设大桂林生态休闲旅游精品线路发展机遇，

才湾镇整合镇内生态美景、红色遗迹、特色产业、
乡土风情、佛教文化等资源，规划完成邓吉

村委至天湖旅游景区、天湖街至金堂渡
口、紫岭村委至真宝鼎，全长约 80

公里的三条精品旅游路线。
精品路线打造出来了，如

何突显才湾的特色，又如何推
进特色景点的建设？针对这
些问题，才湾镇政府按照
“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全
民共建”的方式，围绕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做好特色
景点开发。目前，已在天湖
二级公路沿线，发展起了柑
桔、富硒米、冷水鱼、高山

生态养殖等休闲生态农业体验
带。此外，秦家塘、寨圩、闫

家、禾佳洞等四个广西乡土特色旅
游示范村，也正在加紧打造。
有了精品路线，有了特色，还需要创

立旅游品牌，加快旅游商品的开发，成为了当务
之急。才湾镇把旅游纪念品、旅游工艺品、旅游食品、地方土
特产作为旅游商品开发的重点，鼓励镇内企业加大产品精细
化、差异化生产力度，开发“伴手礼”，吸引游客消费购买。
同时，为适应该镇旅游发展的需求，对全镇总体规划进行了调
整，拟将在建的天湖新区规划建设成为具有浓郁全州风情的全
县特色小商品、土特产展销一条街，为产品展销提供平台。目
前，该镇已开发出天湖腊味，三水一湾富硒米，徐七二酱料、
凉粉，青春酒业米酒以及干米粉等旅游商品供游客购买，深受
好评。

如果说农业的发展，给了老百姓富足的生活，那么乡村旅
游业的发展，更加助推了农民致富、乡村振兴。据才湾镇党委
书记赵瑞文介绍，近年来，该镇在县四家班子的领导下，在上
级有关部门的指导下，依托镇内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推动了
镇内加工企业快速发展，农副产品附加值得到大幅提升，不仅
提高了农产品销售价格，也为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提供了机
会。随着才湾旅游开发的不断深入，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将达到
新的高度，今后该镇将继续以创新为导向，借鉴学习先进经
验，加快才湾经济社会发展步伐，谱写乡村振兴新华章！

（本版图片均由全州县才湾镇政府提供）

“三产融合”话发展 乡村振兴谱华章
——— 全州县才湾镇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9 月下旬，以“丰收中国·醉美全州”为主题的全州县庆祝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才湾镇隆重举行。一时间，才湾古镇成

为了丰收、吉祥的代言地，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为何全州县的首届丰收节设在才湾镇举办？才湾镇有何独特的魅力和优势？

近日，我们走进才湾镇，这个素有“鱼米之乡”之美誉的古镇，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展现出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万亩农

田，金穗飘香；千亩沃柑，生机盎然；建设中的米粉加工园区不断强化着工业支撑，特色精品路线向八方来宾展示着属于才湾的特

色旅游……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打造中国新农村。今年以来，在全州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才湾镇围绕全县“强农业、壮工业、建新城、兴

旅游、活商贸、惠民生”的总体思路，紧扣“党建领镇、农业富镇、工业强镇、旅游兴镇、生态美镇、民生和镇”的工作目标，坚

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当前经济工作新形势、新特点，确立了“生态、特色、品牌”

三大主攻方向，统筹推进农业、工业、旅游业为主的三大产业融合发展，谱写了新时代的农村振兴新篇章。

▲丰收节上趣味挑谷子比赛，尽显丰收喜悦。

▲天湖街集镇风貌，展现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万亩良田，金穗飘香，丰收正当时。

▲镇党委书记赵瑞文深入果园查看提子长势。

才湾的米粉加工产业，远近闻名。

▲镇长蒋士春检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天湖美景，为才湾的旅游增添了极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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